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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中国空气质量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
空气污染已由传统的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SO2污染转向以大气细颗粒物（PM2.5）和污染气体（VOCs、O3、NOx）等组
成的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其中以PM2.5污染问题最为突出。2011年末以来，多次大范围灰霾天气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从观测结
果和能见度与气溶胶关系的研究发现，雾-霾或灰霾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PM2.5污染及其与大气相互作用的问题。2012年2月国务院正
式发布新的《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其中新增了公众最为关心的PM2.5监测指标，使我国成为第一个出台PM2.5标准的发展
中国家，这也标志着我国PM2.5防控大幕的正式开启。

PM2.5是指悬浮在大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2.5 μm的颗粒物，由于其粒径小，可以进入人体肺部，被称为细颗粒物、入肺颗粒物
或细粒子。PM2.5可以分为天然来源和人为来源，其中人为活动是其主要来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工厂排放、道路尘、建筑尘、汽车尾气和
生物质燃烧排放等等。PM2.5是一种由多种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包括无机离子成分、有机物、微量重金属元素、元素碳等，其组成与污染
来源、类型及气象条件等密切相关。PM2.5含有多种消光物质，能强烈的降低能见度，影响大气辐射，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关；多为人类生产
活动过程产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又因其可进入肺部，参与血液循环，可能导致一些疾病，直接影响人体健康。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比达65%以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影响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大气
PM2.5等污染物的重要来源。我国“十三五”能源规划已正式启动，未来能源发展和改革的重点包括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能源体制改革等。因此，我们要从煤炭和石油等燃料的清洁化利用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消费两方面入手实现
能源清洁化，改善大气PM2.5污染。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大气PM2.5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钢铁、水泥等高能耗、高污
染行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对于治理我国的大气PM2.5污染、促进经济转
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调整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其他PM2.5主要污染源的治理和控制。虽然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在不同地区存在较
大差异（与城市工业水平、人口密度、能源消耗、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运营情况等相关），但其对PM2.5的贡献在我国各区域都不容忽视。我
国机动车污染控制的关键在于重点加强柴油车和其他高排放车辆的管理和淘汰、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的提升、油品的改善、道路的缓堵保
畅等。另外，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生物质燃烧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日益突出，成为我国继燃煤、工业、机动车和易散性粉尘之外
PM2.5的另一重要污染源。生物质燃烧是多发事件，具有季节性、周期性等特点，在加强重点时期生物质燃烧污染排放管理外，还需要对生
物质秸秆从原料、肥料、饲料、燃料等几个领域加以综合利用，探索减少秸秆焚烧、充分利用秸秆的新途径。

同时，我们还要清晰的认识到我国大气污染的复合性，认识到我国大部分地区的PM2.5是由人类活动和自然排放的气态和颗粒态一次
污染物及由气态前体物（如VOCs等）和一次颗粒物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二次污染物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引起的。在治理PM2.5的同时，要
重视其中二次形成污染物的贡献，开展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要前瞻性的考虑O3和VOCs等问题，重视机动车和工业尾气的脱硝及农业和
畜牧业等排放的氨气对PM2.5的影响。

总之，要解决我国PM2.5污染问题是一系统工程，有必要加强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和工业减排这三方力量的通力合作。即加强科学研
究，提高科学认知水平，进而不断更新与发展新治污技术，支撑治污难题，协助政府制定管理政策，认识到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是保障环境
空气质量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要科学地进行多手段、多区域空气污染防控，首先要有彻底改善空气质量的决心和信心，又要充分认识
PM2.5污染治理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耐心地做好防治工作长期性和分阶段实施的布局和打算。欧美等发达国家经过近半个世
纪多的大气颗粒物污染治理，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我们应多吸收学习发达国家治理PM2.5污染的经验，鼓励公众参与，相信通过长
期与短期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重点治理与区域联动相结合，不仅在短期能够有所见效，也
为环境质量的长期改善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消耗的持续增加、汽车保有量的快速上升，这些都决定了PM2.5将
是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空气污染物。据估计，我国大多数城市如要达到现行规定的PM2.5标
准约需要10~20年时间，因此，亟待加强PM2.5的高水平研发工作来科学指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将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切实快速推动我国PM2.5污染的有效治
理，长效稳步改善空气质量。

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我国PM2.5污染治理
与空气质量改善步伐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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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的东亚季风变迁理论，提出了亚洲季风-干旱环境演化动力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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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大气污染应从源头治理

2011年至今，中国发生多次大范围
雾霾事件。相关城市空气环境监测结果
表明，北京、西安、沈阳、重庆等都属于重
度雾霾发生地区。雾霾事件引起了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使“细颗粒物”（PM2.5）成
为耳熟能详的概念，而雾霾引发的环境、
健康问题也成为社会热点。当前加强雾
霾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探讨消解雾
霾的科学方式、切实开展雾霾治理之前，
应深入剖析中国雾霾的成因及来源，以

求对症下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PM2.5

管理体系和治理办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和

城市化进程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使百余
年来伴随欧美工业革命的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国近20年内集中爆发。中国目前空
气污染逐步由总悬浮颗粒物（TSP）及可
吸入颗粒物（PM10）、SO2污染转向以细颗
粒物（PM2.5）和污染气体（O3、SO2、NOx）
等形成的复合型大气污染。

2014年9月5—6日，由中国科协主
办、中国颗粒学会承办，主题为“雾霾成
因与 PM2.5污染治理”的中国科协第 280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在西安召开。本次论
坛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曹军骥、北京大学研究员要茂盛、清华大
学教授张强、复旦大学教授成天涛担任执
行主席，来自中国科学院、环境保护部、中
国气象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
等约80个单位的260余位青年科学家、研
究生参与研讨，针对中国各地雾霾特征及
形成机制、细粒子物理化学特征、PM2.5的
来源、观测与分析方法、健康与环境效应、
管理和控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与
会专家认为，虽然关于雾霾的成因机制包
括主要来源等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定论，

但是关于污染治理等问题已取得共识：灰
霾形成的原因复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PM2.5污染治理势在必行。因此，建
议国家着力建设一个仪器数据等科研资
源可轻松优化共享的平台和机制，为青年
科学家建立良好的合作氛围；整合各部门、
各团队的优势力量，对大范围灰霾进行综
合性质的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
理的来源解析；针对灰霾的形成原因和来
源特征采取合理、经济和有效的控制措施，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灰霾成因，控制
PM2.5污染；加强极端天气的预警预报和应
急预案工作，减少灰霾的危害和暴露水平。

在中国科协第280次青年科学家论
坛交流成果的基础上，《科技导报》2015
年第 6期组织出版“雾霾成因与PM2.5污
染治理专题”，“卷首语”栏目刊登安芷生
院士撰写的“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我国
PM2.5污染治理与空气质量改善步伐”，

“专题论文”栏目刊登 14篇相关主题论
文。在本专题的组稿、审稿过程中，《科
技导报》编委曹军骥研究员提供诸多支
持和帮助。本期封面图片为北京、成
都、沈阳、西安4地的环境对比图，封面图
片由曹军骥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
计。

（（文文//田恬田恬））

导 读▶
P54 砣矶岛背景站PM2.5中

多环芳烃的来源及

健康风险

P7 与科学一起穿越历史的隧道

我们可以跟随科学一起穿越历史的隧道，窥视生命的沉

浮和宇宙的变迁。本文将为读者介绍近期古人类学、古动物

学和空间科学中的研究进展，展现科学追溯历史的强大力量。

P12 我国大气污染带来的思考

近期，一名曾经的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调研报道，再

一次引起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争辩。实际上，不仅仅事关

大气，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旦对其中任何一

个环节的破坏突破了环境阈值，人类都不可能在大自然的灾害

中幸免于难。本文呈现了一名环境气象工作者对环境问题的

思考。

P125 干细胞商业化成功的背后故事

2月 19日，欧盟委员会批准Holoclar可有条件用于因理

化因素眼部灼伤致中重度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症成人患者的治

疗。这是世界首个被政府批准的干细胞治疗产品，在再生医

学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干细胞商业化的成功实属不

易，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对 2011年 11月—2013年 1
月在砣矶岛国家大气背景站采集

的75个大流量PM2.5样品的多环芳烃含量和组成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砣矶岛16种优控多环芳烃（Σ16PAHs）的总质量浓度为

4.7~41 ng/m3（平均（17±10）ng/m3），季节上表现为冷季高、暖

季低的变化趋势。综合气流轨迹分析、分子标志物、特征化合物

比值、潜在源贡献指数分析等方法发现，夏季山东半岛的生物质

燃烧是主要污染源；冷季主要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燃煤排放

和复合污染输出的共同影

响。砣矶岛PAHs的总毒性

当量（BaPeq）在 0.54~8.2
ng/m3之间，平均水平为 2.8
ng/m3，39%以上的样品超过

国家相关标准的阈值，说明

环渤海地区PAHs健康风险

存在区域性。PAHs质量浓度的月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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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303--0101至至20152015--0303--1515））

1 探月工程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嫦娥四号任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2日消息，探月工程将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企

业参与嫦娥四号任务。据悉，嫦娥四号将作为开发平台、验证平

台、应用平台，为社会资本提供技术验证、产品搭载、数据应用等

条件。目前，嫦娥四号已研制出部分产品，后续将根据技术、经

济、周期等要素和引入社会资本、国际合作的情况确定最终方案，

由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决策实施，计划2020年前发射。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2 河南周口出土2000多年前青铜剑 仍寒光逼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4日，来自河南周口

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消息，

该市文物考古部门近日在

配合项城某基建工地进行

文物勘探时，发现一处战

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群，

发掘出土一批精美随葬

品，其中的一把青铜剑，保

存完好，十分罕见。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3 NASA证实太阳系最大卫星木卫三存在咸水海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2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太阳系最大卫星

木卫三的冰盖下有一片咸水海洋。木卫三名为“盖尼米得”，是围

绕木星运转的最大一颗卫星，公转周期约为7天。这颗卫星的直

径大于水星，质量约为水星的一半，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

科学家估计，这片海洋存在于厚度约15万m的冰盖下，深度约为

10万m，是地球上海洋深度的10倍。它的水温则足以让其保持

液状形态。

4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阵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0日消息，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射电望远镜（简

称SKA）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英国曼彻斯特SKA第17届董事会

消息称，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SKA 11个成员国及全球一大批科

学家与工程师超过20个月紧张工作，SKA第一阶段（SKA1）建设

方案已最终确定，并得到董事会通过。这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射电

望远镜阵进入建设准备阶段的后期，并向建设阶段迈出关键一步。

5 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出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1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声

誉排行榜。该榜单根据资深学者的调查排出世界最负盛名的100
所大学。哈佛大学蝉联榜首，剑桥大学第2，第3—5名依次是牛津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清华大学从36位上升至26
位，首次超过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从41位上升至32位。香港

大学从前50名跌出。美国大学在前50强中夺得26个席位，紧随

其后的是英国。亚洲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为第12位。

6 人类首次完全确定艾滋病毒毒株源头 来自黑猩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8日消息，科学家研究发现艾滋病毒已知的4种病株，均来自

喀麦隆的黑猩猩及大猩猩，这是人类首次完全确定艾滋病毒毒株

的所有源头。目前已知艾滋病毒毒株共4种，分别是M、N、O、P，
每种各有不同源头，传播最广的M和N早已证实来自黑猩猩，但

较罕见的O和P一直未能证实源头。研究透过分析喀麦隆及邻

近地区的黑猩猩及大猩猩基因资料，证实O和P均是来自喀麦隆

西南部的大猩猩。

7 院士统一70岁退休 中共中央已批准相关改革方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2日，据悉，中共中央已批准相关改革方案，规定院士统一

70岁从工作单位退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制定了相关实

施细则，考虑到当前我国两院院士中年龄75岁以上的院士所占

比例较大，凡是达到新政策规定退休年龄的院士可在2017年12
月31日之前办理退休手续。其中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70岁以

上院士可经有关部门批准，将退休年龄延长到75岁。

8 北极遥感卫星数据接收站今年开工 两年后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6日消息，我国第4个、境外第1个陆地遥感卫星数据接收

站北极站将在今年开工，预计 2年建成。我国目前建有北京密

云、新疆喀什和海南三亚3个陆地遥感卫星数据接收站，接收面

积覆盖中国陆海全部领土和亚洲70%的疆土。目前，正在建北

极卫星接收站，落地瑞典，覆盖北极、欧洲。北极接收站建好后，

就可以从外部对比研究我国的环境状况和资源分布。

9 中国发现地球最古老原始动物化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9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一个课题组称，在中国

贵州省“瓮安生物群”中发现了一枚

原始海绵动物化石，虽然体积只有

2~3 mm3，但其历史已达6亿年，它

被命名为“贵州始杯海绵”。这表明

至少6亿年前地球上已出现原始动

物。这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且可信

的原始动物实体化石。 图片来源：新华网

10 “科学”号科考船启程返航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6日，我国最先进科考船“科学”

号结束了本航次在西太平洋雅浦海

沟附近海域科考任务，启程返航，计划

12日抵达青岛。自2014年12月驶

离青岛母港3个多月来，船员们克服

海况和设备等诸多不利因素，完成了

沉积物捕获器投放、地震数据采集、海

底热流探测和岩石拖网等作业。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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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是时下流行词汇之一。各种

“穿越神剧”纷纷上映，在引发收视热潮

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争议。如果我们

分析“神剧”走红的原因，人们希望回到

过去、置身历史的心态肯定是其中之

一。娱乐化的“神剧”并不能带着我们回

到真实的历史中，但是科学却可以带领

我们穿越历史的隧道，去了解几百万年

甚至几亿年前世界的模样。

人类的起源毫无疑问是目前科学界

最大的谜团之一。一个世纪以来古人类

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虽然时至今日他们

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最

终答案，但他们还是搭

建了一个基本框架，并

借助于不断发现的新化石将研究推向深

入，同时将跨越数百万年的宏大图景展

现在我们面前。此前科学家一直认为出

现在距今230万年前的“能人”（Homo ha⁃
bilis）是最早的人属生物，而后来发现的

“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被认为可

能与“能人”平行存在，但是最近的一项

发现却可能会将人属生物出现的时间大

大提前。以美国内华达大学的 BrianBrian
VillmoareVillmoare为首的研究小组发现人属生物

可能在距今28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相关

成果发表在 3 月 5 日出版的 Science Ex⁃

press上（3月5日果壳网）。

研究人员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雷

迪—吉拉尔鲁地区发现了一块下颌残

段，并根据出土层位判断这块化石埋藏

年代在距今 280~275万年之间。在对化

石进行后期分析后，他们发现这块化石

并不属于“能人”或者“鲁道夫人”，也就

是说属于一个未知的全新物种。这个物

种，很有可能就是人属生物的始祖，正如

Brian Villmoare所说：“它或许就是能人

的祖先”。研究人员目前需要做的就是

发现更多的化石材料来证明这个物种真

的曾经存在并且是今天人类的最早祖

先。也许发现新证据的过程会很艰难，

但是古人类学已经展现出了自身巨大的

魅力，毕竟了解祖先的起源这一问题对

人类来说有着永恒的吸引力。

人类在分类学上是属于动物界脊索

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生物，

因此我们在关注人类起源的同时，也想

求索人类最早的本源即地球上最早的动

物出现在何时，当然这是一个比人类起

源大得多的时间尺度。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朱茂炎朱茂炎领导的研究小组 3 月 9 日在

PNAS上发表论文，宣布他们在中国贵州

省“瓮安生物群”中发现了一枚历史已达

6亿年的原始海绵动物化石，这是迄今为

止全球发现的最早且可信的原始动物实

体化石（3月11日新华网）。

此次发现的原始海绵被命名为“贵

州始杯海绵”，化石保存在白云质磷块岩

中。研究人员使用化学溶蚀法将白云质

围岩（围岩是某种地壳物质周围的岩石）

剥离后得到了完整的化石标本，然后使

用三维无损成像法，在不破坏化石的前

提下观察了它的三维结构。

海绵动物是整个动物界中最原始的

类群，它们没有真正的组织和器官，只有

分化的细胞。虽然该化石的体积只有

2~3 mm3，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学价

值，因为此前发现的可靠海绵化石是寒武

纪早期的海绵骨针化石，距今约 5.3亿年

历史，因此本次发现把海绵动物的化石记

录向前推进了7000万年。正如朱茂炎研

究员所说：“这一发现将消除学界对 6亿

年前地球上是否出现动物的疑问”。

古生物学的研究帮助我们去认识曾

经的生命世界，将生命的历程展现在我

们面前。而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工完成之

前，与古生物学研究如影随形的就是地

质学的研究。即使在今天，二者也是紧

密相连。地质学研究让我们对过去生物

的生存环境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

解。在人类迈出地球这个生命的摇篮之

后，科学家进行地质学研究的脚步也迈

向了地球以外的空间。

2013年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

携带玉兔号月球车成功登月。这是1976
年以后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软着陆，

中国由此成为第 3个实现月面软着陆的

国家。在月面成功着陆后，着陆器和月

球车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活动，收集了

大量的月球地质数据。在对这些数据进

行初步分析后，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澳门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电子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挪威奥

斯陆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于 3月

12日联合在 Science上发表论文，报告了

相关成果（3月14日科学网）。

月球车搭载了可探测地下约 400 m
深度的测月雷达，这也是人类探月任务

首次使用测月雷达。测月雷达的数据显

示，嫦娥三号着陆区

表面下至少分为 9层

结构，这表明在那里

曾有多个地质学过程

发生。项目负责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肖龙肖龙就表示：

“嫦娥三号着陆区经历的火山事件和撞

击改造及空间风化事件异常复杂，需要

科学家重新思考月球的火山地质与热演

化历史。”研究人员同时指出，这次报告

的只是初步成果，但这些发现与以往着

陆区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了解不同区域

表层月壤的厚度和性质等特征，可为嫦

娥五号采样点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 于 1915 年发表了广

义相对论，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空

的认识，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

想革命之一。为了纪念这一理论诞生

100周年，Science在 3月 6日出版了一期

专刊，其中包括新闻报道和评述在内共

有8篇文章（3月6日Science）。有了广义

相对论，科学家开始真正理解宇宙的许

多性质，并且可以研究宇宙深处星系的

形成与演化。这些星系发出的光，穿越

浩渺的宇宙空间，经过100亿年的时间才

被我们看到，而这个巨大的时空尺度也

是我们目前所能穿越历史隧道的极限。

Albert Einstein在 1936年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永恒的奥秘就在于它能够被

理解”。科学，正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

有力的工具。我们跟随科学，可以穿越

历史的隧道，去窥视生命的沉浮和宇宙

的变迁，并将最终折服于世界的神奇和

瑰丽。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与科学一起穿越历史的隧道与科学一起穿越历史的隧道

科学不是穿越剧，而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我们跟随科

学，穿越历史的隧道，可以窥视生命的沉浮和宇宙的变迁。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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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科研任务，同

时科研也需要大量研究生的支撑，而在

现实中，由于招生指标的限制，制约了研

究所的人才培养。在我国30年的研究生

教育史上，科教一直是“两张皮”，造成了

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新的模式下，中国

科大希望能在科教结合培养人才方面先

行一步，融合这“两张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张淑林张淑林

《中国科学报》[2015-03-16]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欠缺的部分，相

对而言，不是大学生出去找工作很困难，

而是最好的一批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只

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忘记自己更大的

责任，放弃追求书写更“大写”的人生。

我很怀念小时候，那时我们崇尚科学，梦

想就是学文化。现在的年轻人崇拜财富，

很少崇尚科学，这是很可怕的。这个社会

的原动力是知识，这个社会到了崇尚科学

的时候，到了宣传“科学很酷”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施一公

《河南商报》[2015-03-14]

海洋数据采集十分昂贵，如果数据

不能共享就会造成较大的资源浪费。建

议对不同采集方式的数据实行分类管

理，明确界定保密数据范围，并且采取鼓

励数据共享的措施。希望管理部门能够

吸取国外科研数据共享经验，使数据共

享的任务与特定的机构相联系。在此基

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管理这些机

构，将其收益与市场需求挂钩。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院长院长 高抒高抒

《中国科学报》[2015-03-16]

我们谈“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谈

“世界”“一流”多，谈“大学”的根本任务、

基本职能很少。现在中国大学最大不足

是务本不够。这个“本”，就是立德树人

的根本。我们的大学功能多样化，有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

等。但所有这些的基本中心，就是要“以

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龚克

《光明日报》[2015-03-16]

从根本上说，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

有一流大学，核心标准在于这个国家是

不是世界上重要的人才强国。这个“强”

既是形容词，也可理解为动词，就是人才

让国家更强大。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光看

排行，还要看它为国家提供了什么，如果

还没达到这个要求，即便出了一两个诺

贝尔奖获得者，或是有了排行榜上的一

流大学，对国家来说意义也不大。因为

它们还不能充分体现大学的功能。

———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副校长 蔡达峰蔡达峰

《光明日报》[2015-03-16]

建设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从国家层

面大力宣传科学家，为社会公众提供瞻

仰科学大师、走近科学人生、感悟科学精

神的国家级综合场馆，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我国对重大科技成果

关注多，对创造科技成果的“人”即科学

家本身及其职业活动关注少。建设中国

科学家博物馆，既是时代要求，也有着巨

大的社会需求。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冯长根冯长根

《中国科学报》[2015-03-13]

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争论一直存

在，但中医的科学性是不容否定的。目

前，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运用

中医针灸。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

论体系，不能用管西医、管西药的办法来

管中医、管中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国强王国强

《人民日报》[2015-03-13]

中国正在进行雾霾致病专项研究，

目前已经在几十个城市选取样本，但一

般要 5~10年才会有一个确切的研究成

果。目前尚无有效措施能减少雾霾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从源头上治理才是根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宇王宇

《京华时报》[2015-03-13]

科研是在一次次失败中探索的，而

文艺创造却能发挥学生特长，丰富科研

生活的同时，树立自信心。每一个人在

成长过程中，都会不停地思考，自己适合

做什么，感兴趣的是什么，找准自己的兴

趣。我觉得做科研是非常有意思的工

作，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所以就这样走过

来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柳红柳红

《中国科学报》[2015-03-16]

中国现代科技自改革开放以后才真

正与国际接轨并逐步从追踪到并行，进

入快速发展轨道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幸运地见证了30年来国家科

技发展的全过程，但主要作用是过渡性

的、奠基性的，未来将属于更加年轻的一

代中国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院长院长 曹雪涛曹雪涛

《科学新闻》[2015-03-09]

大学教师为 SCI疲于奔命，却没有

为自己的兴趣多做一点事情，这也许是

一种悲哀。如果农业院校教师能够利用

专业知识带动农民致富，将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也更有意义。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

侯芳梅侯芳梅

《中国科学报》[2015-03-12]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河南商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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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之下穹顶之下 雾霾之争雾霾之争
2015年 2月 28日，央视原知名记者

柴静柴静发布自费拍摄的题为《穹顶之下》的

雾霾调查视频。这部103分钟的纪录片，

引入大量权威机构及科学家的数据和观

点，记者奔赴污染现场探寻雾霾根源并

走访多个国家寻求治理经验，向公众展

示了“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

办？”3个核心问题，随即引发强烈的舆论

关注，发布不足 3日，在国内各大视频网

站的总播放量就近2亿次，再次引爆雾霾

这一热点话题。随着该纪录片的热播，

其中内容如雾霾与PM2.5的含义解读及分

析是否确切，雾霾会对人体带来怎样的

危害，雾霾与肺癌发病率之间存在何种

关联等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

雾霾概念解读引争议

《穹顶之下》以雾霾为核心主题力求

全方位呈现其本质及其带来的影响。然

而，纪录片中对雾霾与 PM2.5的解读却引

起争议，有学者指出该报道可能将二者

概念混淆。

“记者背着仪器监测PM2.5一整天后，

‘滤膜颜色变深，经化学分析发现其中存

在 15种致癌物质。所取得的 24小时样

品来自于室内、楼内、车内和道路旁’，滤

膜吸附的东西并不能说是雾霾，而是一

个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遭遇的PM2.5。”同

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蒋大和

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纪录片中

对雾霾与PM2.5的解析存在很大问题。

他解释称，学术界对于雾霾的定义

存在不同认识。目前的观点认为，雾霾

是灰蒙蒙一大片、损害能见度的室外空

气污染。多个团队的研究表明，雾霾的

主要成分是硫酸铵、硝酸铵、可溶性有机

碳，以及少量碳黑，专业上称之为“二次

颗粒物”，是从污染源排放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低分子碳氢，通过化学转化

形成；PM2.5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2.5 μm
的细颗粒物，其概念要宽泛得多，甚至室

内的烟气和油烟也含有大量PM2.5。

“雾霾的组成、来源、成因，并未研究

清楚，科学界存在各种争议，甚至雾霾这

个概念本身都模糊不清。”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汀李汀撰文表示，雾

霾与 PM2.5是否等价，因各地不同气候而

异。他举例称，干燥的华北平原很少起

雾，雾霾可与PM2.5等价；湿润而污染少的

地区，尽管经常起雾，但 PM2.5很低，雾中

的水滴基本不含人为排放的物质，该区

域的雾和PM2.5完全不同。湿润且污染很

重的地区，雾霾与 PM2.5的关系则比较复

杂。由于颗粒物能作为凝结核引起大

雾，雾和霾混合作用，一般来说大雾天的

PM2.5都不低。

雾霾能否引发肺癌掀波澜

《穹顶之下》的雾霾组成及解析在科

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而雾霾和肺癌之间

存在何种关联也成为关注焦点。

报道显示，中国雾霾严重的地区，很

多人不抽烟也得肺癌。过去 30年，中国

肺癌死亡率飙升 465%，前卫生部部长陈陈

竺竺指出，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过早死亡

50万人。

支持此观点者为数不少。

“人每次呼吸往肺部深处吸入大约

50万个微粒，但在雾霾天气中，要比这个

数目多 100倍。”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吴以岭

认为，雾霾比“二手烟”对人肺部造成的

损伤更加严重，很可能取代吸烟成为肺

癌头号致病杀手。

“浓雾缠绕、能见度很低的天气会对

健康产生影响。雾霾的组成成分复杂，

包括数百种大气颗粒物。危害人类健康

的主要是直径<10 μm的气溶胶粒子，它

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上下呼吸道和

肺叶中，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长

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钟南山公开指出，近30年来，我

国公众吸烟率不断下降，但肺癌患病率

却上升 4倍多。这可能与雾霾天增加有

一定关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主

任毛友生毛友生也曾表示，“雾霾致癌理论上成

立”，因为雾霾里含许多有害物质，包括

工业生产排放的有害气体、城市汽车尾

气污染、建筑粉尘，这些物质形成的细微

颗粒内含有上述排放气体和粉尘中的有

害成分，有些还是致癌物质，长期吸入是

有害的。

虽然支持雾霾引发肺癌观点者众

多，但也有观点认为，雾霾致癌的说法并

不可靠。

“雾霾不等于空气污染，也不等于室

外空气污染。柴静背仪器测量 24小时，

发现有致癌物质的信息很重要”，蒋大和

告诉《科技导报》，这说明北京市室内空

气污染严重，汽车、道路边上的污染严

重，“但这并不能说明雾霾成分的健康影

响问题。”

还有学者表示，雾霾对人体尤其是

肺部的危害程度尚无定论，此问题应该

谨慎对待。

颗粒物对健康的危害，实际上是

PM2.5表面所吸附的、大气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危害。即PM2.5表面吸附什么就决定

它产生何种危害——《雾霾，你从哪里

来》一文指出：若该地区主要吸附的是重

金属，可能重金属中毒的就多；若吸附苯

并[a]芘类致癌物，可能导致癌症高发；若

该地区 PM2.5表面吸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可能对生殖生育危害较大。

蒋大和告诉《科技导报》，污染物健

康影响的主要方法是研究其相关性。多

数学者认为雾霾中的细颗粒物对人体健

康有影响，可据此收集数据，筛选后进行

分析开展研究。但是，“争论雾霾和癌症

的关系，关键在于是否有‘直接证据’证

明雾霾致癌”，美国跨国制药公司抗癌新

药研发部研究员李治中李治中接受《科技导报》

采访时指出，该研究面临很大挑战：首

先，空气污染导致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

难以开展，寻找证据很难。其次，雾霾或

者环境污染对癌症的影响均是慢性和长

期的。要研究现在雾霾或其他污染对肺

癌或其他癌症发病率的影响，10~20年后

才能下结论。

《穹顶之下》记录片中关于雾霾问题

引发的争议并不止上述两个方面，还包

括所引用数据及观点的说服力，以牺牲

就业来关闭落后产能从而调整能源结构

做法的可行性，以及把中国治理雾霾的

出路放到西方工业之路的背景下考量是

否合适等。

“《穹顶之下》提出的问题背景很复

杂。雾霾是人为形成的，原因很多，解决

雾霾问题不是简单进行煤改气就可以，

而是要转变发展思路。”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蒋高明接受《科技导报》采

访时强调，目前，从技术上寻找替代能源

尤其是清洁能源是必要的。此外，也要

相信，雾霾能够治理，APEC蓝就是明证。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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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3月11日，中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研

究编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十三五”规划领导

小组组长尚勇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沈爱民沈爱民，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吴海鹰吴海鹰、束为束为等出席会议，陈章良主持会

议。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周南、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胡志坚分别介绍了国家“十三

五”规划和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研究情况；中国

科协计划财务部部长王延祜王延祜汇报了中国科协“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和专题研究等工作进展情况。

23个全国学会、7个地方科协负责人，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科协规划办有关人员共100余

人参加会议。 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 [2015-03-16]

中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研究编制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科协与广州市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

3月 6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广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建华陈建华分别代表中国科协、

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与广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确定中国科协和广州市政府

在框架协议基础上重点开展创新驱动助

力试点工作。签约仪式由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主持。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等10余家全国学会的代表，

中国科协各有关部门、直属单位和广州

市科协的负责人，以及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等企业代表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3-09]
中国科协2015年

宣传工作座谈会召开

3月3—4日，中国科协2015年宣传

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

2015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席并

讲话。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任福君任福君

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中国科协机关

和直属单位有关负责人，部分全国学会

的有关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部分城市科协的有关

负责人与宣传部门负责人共99人参加座

谈会。王春法对 2015年中国科协宣传

工作提出了4点要求：要准确把握形势发

展对科协工作的新要求；要正确认识科

协宣传工作的功能和作用；要突出重点，

注重积累，打造一批经得起检验的精品；

要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不断增强做好宣

传工作的能力。

会议期间，就2015年中国现代科学

家主题展全国巡展工作研究部署，安排

部署了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

龙江、安徽、山东、福建、广西、云南、宁夏

等12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巡展工作，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沟通

解决。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3-06]
沈爱民会见

美国科促会两任执行主任

应美国科学促进会邀请，中国科协

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率代表团赴美国参加

美国科促会 2015年年会。本届年会正

值美国科促会执行主任交替之际，为推

动中国科协与美国科促会的持续合作，2
月12日，沈爱民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与美

国科促会卸任执行主任 Alan LeshnerAlan Leshner、
新任执行主任Rush HoltRush Holt及国际事务主

要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沈爱

民邀请两任执行主任率团出席第17届中

国科协年会及期间举办的基于实证的科

技政策与评估论坛和科研诚信建设论

坛。此外，双方就将于11月在北京举办

的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宣传推广交

换了意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3-05]
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2015年第一次会议召开

2月 28日，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

工作办公室 2015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

室主任徐延豪徐延豪出席并主持会议，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束为束为，以及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

和联络员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国务院听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实施情况汇报会的精神，审议了

《2015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要点》，

部署了 2015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中

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全民科学

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杨文志杨文志

代表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作工作报告。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

作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就如何落实 2015
年全民科学素质实施工作发言提出了相

关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 [2015-03-03]
贵州省科协八届四次

全委会议召开

3月4日，贵州省科协八届四次全委

会议在贵阳市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

央书记处对科协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国

科协八届七次全委会议精神和贵州省委

书记赵克志赵克志关于省科协工作的重要批

示。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张

广智广智，副省长何力何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忠良周忠良、省政协副主

席孔令中孔令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克俭马克俭出席

会议，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苗宏苗宏主持

会议并代表八届常委会作工作报告。贵

州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省科协八届常

委、委员，各市（州）、县（市、区、特区）政

府分管负责人和科协主席，科技工作者

代表，省科协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

责人参加会议。

贵州省科协 [2015-03-12]
安徽省科协九届五次

全委会议召开

2月 27日，安徽省科协九届五次全

委会议在合肥市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

中央书记处关于科协工作的重要指示、

中国科协八届七次全委会议精神和安徽

省委书记张宝顺张宝顺关于省科协工作的批

示。安徽省委副书记李锦斌李锦斌出席会议并

讲话。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

赵韩赵韩作工作报告，回顾了2014年安徽省

科协工作，对2015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安

排。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省科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安徽省科协实施“五项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2014年—2018年）》。

安徽省科协 [201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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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

————““中国创新中国创新5050人论坛人论坛””发言摘要发言摘要（（IIII））

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发展方式的

转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将

创新落到实处、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创造新的增长点成

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近日中国科协举办“中国创新50人论坛”，

邀请业界专家围绕“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进行深入研讨。本

栏目分2期刊载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不要以创新为名坏了科技自身发展
田洺田洺（（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大的调整期，我们要利用这个机

遇把一些重大问题纳入视野。

若要创新驱动发展，首先要把创新和科技分开，创新是创

新，科技是科技。我们对创新的认识有误区，一提到创新讲科技

比较多。我们可以把创新比喻成烹饪，科技是创新的食材，这个

食材是全球性的，中国没有的话全球可以提供。除了尖端和别

人垄断的，或者别人对你封锁的，比如军工。过去三十年来创新

下的科技政策其实带来了很多重大偏差，从创新的角度评价科

技、设计科技、推动科技，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科技有科技本

身的作用，科技服务与创新是科技的一个功能，但并不是科技的

全部功能，科技对知识的增益、文明的进步所发挥的作用非常

大，如果仅仅把科技看做服务于创新，科技的这些方面就会被忽

视。而且科技本身的动力、环境、评价和创新是不一样的。不要

以创新为名，坏了科技自身的发展，科技评价和创新评价完全是

两回事。

打通军民科技创新链 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
游光荣游光荣（（总装备部某中心总装备部某中心）

打通军民科技创新链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我认为，军民融合这件事十几

年来缺乏实质性的推动，长期处于“上面讲、下面急，中间却是肠

梗阻”的状态。特别是体制外都很着急、很积极，体制内“雷声

大、雨点小”。国防科研生产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于国家科技体制

改革的步伐，军民融不起来、形不成合力的现象比比皆是。

国防科技创新依托的力量，从过去主要靠军工或体制内力

量，要更加开放地运用全社会的科技资源。国防科研一直靠中

央财政投入，也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能力驱动。

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管理上加强军民之间的顶层

协调和统筹。当务之急是建立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

“两弹一星型”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现在创新活动主流

方式是分布式、网络化、交互式、非线性。怎样把“两弹一星”的

卓越遗产和当前科技创新活动特征结合起来，需要建立国防科

技协同创新体系。这个协同创新既包括管理体制和顶层的协

调，也需要加强整个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

资源环境领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高世楫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中国目前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开放性全球化的市场、多元

化竞争主体、多层次市场需求、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特别是作

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其市场竞争驱动创新的动力增强、技术能力

不断提高、面向竞争组织创新的经验日益丰富，我个人认为我国

处于创新爆炸式增长的前夜。现在急需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

要明确高校在创造知识、培养人才方面的定位。

其次，我认为在资源和环境领域，我们有非常大的创新空

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容量已达到和接近极

限，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会转化为治理污染和保护环

境的压力和动力，从而会催生对生态环境的技术、产品的巨大需

求，引导相关领域产生各种创新，并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

在能源领域，中国人均电力装机是美国的1/4，还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这类需求会转化为清洁能源开发的需求，转化为各类能源

综合领域、智能利用的需求，这会成为企业家发现商业机会、充

分整合各种知识以创造财富的动力，而市场竞争的选择最终会

使我们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培育出很多能够创新、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

自然资本更受关注
刘云刘云（（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发展要寻求新的模式，发

掘绿水青山的价值，推进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到了真正可以实

施的阶段，应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一个健康的经济系统必须要有4种类型的资本才能正常运

转，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和自然资本。传统资本理

论只关注前3种资本，而忽略了自然资本。过去说自然资本主要

限于自然资源存量，而忽视自然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现在

联合国报告中已把包含生态系统服务在内的自然资本作为人类

的福祉、人类幸福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其核心是要

动态评估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发挥政策和市场的

作用，吸引金融资本投资自然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向生态可持续

发展方向转型。但要真正建立包含自然资本的未来新经济体

系，使金融资本投资自然资本有可持续的投资回报，自然资本增

长有乘数效应，需要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游戏规则和政府绩效考

核机制。另一方面，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对科技的需求非常迫切，

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生态补偿、治理、维护、修复，现代农

业、高效农业发展，生态城镇化建设等都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和

引领。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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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气污染带来的思考我国大气污染带来的思考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兴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遥感应用室

副主任。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2013年1月，中国东部地区雾霾围城，一时间各种舆论和声

音充斥着各种新闻媒介，也冲击着大家的生活，有对大气污染来

源的科学争辩，也有对政府该如何作为的讨论，使得无论政府官

员还是百姓每天都盯着头顶这片天。一晃2年时间过去了，一

名曾经的央视记者的雾霾调研报道，再一次让大家陷入各种争

辩。暂且不论各种因素的争辩孰是孰非，我认为对大气污染的

主要来源，“APEC蓝”给政府和百姓上了一堂超级的实验课，也

给社会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大气污染治理的方向是明确的。我

想，无论媒体、百姓还是政府都应该回归到大气污染治理的“初

衷”，这才是正道。

2001年，我师从旅美归国的大气化学家庄国顺教授，开始

从事大气颗粒物理化特性研究，从沙漠到城市再到海洋，采集了

大量的颗粒物样本，研究颗粒物化学成分特征，甚至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分析单个颗粒物形态学特征与化学组成的关联，还利用

实验室的烟雾箱模拟污染气体在不同颗粒物表面的吸附和转化

机理。那时候，包括我们研究团队在内的国内相关学术团体就

已经意识到大气颗粒物的污染会是大气环境的重要议题。然

而，当时的“振臂疾呼”似乎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各层太多的关

注，如今，大气颗粒物的污染却成为我们的“心肺之患”。我想我

们确实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

发展。中国有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在面对影响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方面，是非常需要有系统的调控，才可

以保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

2006年，我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国气象局，在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开展研究工作。从博士期间依赖地面有限的观测站点来研

究小区域内大气成分的微观特性和变化机理，转向了对全球大

气环境的宏观监测；从站在地面，抬头看自己头顶的那一片天，

转向了站在太空，鸟瞰全球的大气变迁。利用卫星图，可以清晰

地看到近年来国际发达国家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气

环境质量日益提升。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他们先进的科学技

术、合理的环境政策、科学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发展规划。如果

说国际社会有点遥远，我国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借鉴。卫星探测

的结果可以清晰地指示，我国大气污染绝不是2013年1月才突

然爆发，而是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区——珠三角经济区，就经历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当时珠三角

的光化学烟雾是国内众多学者研究的试验基地，政府也意识到

该地区的大气污染问题，在科学研究、产业升级以及政策措施的

落实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卫星图可喜地看到经过

多年的治理，近十年该地区的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些

污染物（如：氮氧化物、硫化物）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就发生

在本土的大气污染治理“样例”，我们总是有理由客观冷静地去

分析成功的治理经验，深刻地研究合理的节能减排措施。另外，

在开展东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同时，要有“全局”的系统眼

光。2014年卫星捕捉到我国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污染，让人震

惊；不仅如此，从近十年的卫星大气成分监测结果分析，我们看

到了其他一些“危险”的信号，如：目前，虽然我国西部地区大气

污染物的含量不足东部地区的1/10，然而我们捕捉到西部地区

大气污染物的含量出现了略微缓慢的抬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于

这些年我国西部大开发加快、工业大量发展、城市迅速扩大、人

类活动日益频繁造成的。因此在西部大开发工作上，需要系统

地设计和规划，务必保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能重蹈东部

地区大气污染的覆辙。

面对“十面霾伏”的窘境，我想大可不必如此“激进”。科学

地讲，环境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在环境治

理上可以一蹴而就。环境的治理和恢复需要大家有足够的耐

性，有“打持久战”的韧性，讲科学、重规划，有步骤地开展治理工

作。社会各方与其“群情激奋”，还不如脚踏实地、同政府一起群

策群力开展治理。

当下，不仅仅大气污染威胁着我们生存，还有很多威胁的因

素存在，比如：水污染。其实在当下，中国水的污染一点都不比

大气污染轻，甚至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只是目前大家生活中见到

的还是看似“清澈”的水，所以并没有那么“关注”，难道非要等到

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污”水的时候，才开始再一次“聚焦”吗？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美洲地区超常的暴风雪灾害是由于亚

洲地区的大气污染给全球带来更多云的凝结核造成的，暂且不

论上述论断有多少科学依据，但是全球气候变化，似乎离我们生

活并不遥远。从太空“天眼”卫星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升温带

来的极区冰雪的迅速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让很多海岛和沿岸陆

地即将消失；可以看到全球荒漠化进程正在吞噬着人类赖以生

存的绿洲；可以看到由于人类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致使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在稳步攀升。如果有一天美国科幻电影《后天》

里的场景真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想到那个时候连“治理”

的时间都没有了。因此我们在致力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同时，还

需要冷静长远地考虑未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大气和海洋是没

有国界的，大自然的生态系统环环相扣，一旦人类对大自然的破

坏突破了环境阈值，“穹顶之下”任何地球人都不可能在全球变

化带来的威胁中幸免于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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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面向不动产登记的异构信息
资源整合策略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签发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5
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为顺利开展不动

产信息统一登记与管理，国土部门需要建

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其首要

任务是整合各个业务系统相关的不动产

登记数据。目前对于不动产领域信息资

源的集成研究并不成熟，为满足不动产统

一登记信息化建设的需求，解决目前我国

不动产登记中“多头登记”问题，浙江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

郑少楠郑少楠等在分析不动产登记业务架构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不动

产登记的异构信息资源整合策略。该策略结合基于语义的异构

数据集成技术、统一接口的地图服务整合技术以及关系型数据

库与文件索引的分布式文件存储技术，将分布在各个应用系统

中的业务数据、地图数据以及文件资料等信息资源进行集成管

理。此系统已应用于国土资源部门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经检

测其功能稳定、运行良好。（网址：www.journals.zju.edu.cn/sci）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5-01-25]

推荐人：《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编辑部 寿彩丽

面向移动终端的农业知识文语转换系统

如能将文本形式的农业知识转换为流畅的语言，便可借助移

动终端向农民推广，从而为其提供有效的知识获取途径。但现有

文语转换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知识，将产生难以处理的歧义字段

问题。为此，中国农业大学傅泽田傅泽田课题组首先对文语转换中的文

本分析流程进行分析，明确歧义字段处理为文语转换的关键点。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用于进行分词的词典，进而基于词典匹配和

统计分析模型对歧义字段进行提取，再基于语义检索对歧义字段

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歧义字段的切分，最终采用Cool Edit Pro 2.0
软件实现语音合成和韵律处理功能，设计

开发出了面向移动终端的农业知识文语转

换系统，可有效解决歧义字段的处理问

题。测试结果显示，本方法的查准率为

94.03%，查全率为 95.32%，F- l 测度为

0.93，较之传统的最大匹配法和三元语法

都有明显提高；虽然分词速度慢于传统方

法，但以每分钟3.6万字的分词速度而言，

仍可以接受。（网址：www.j-csam.org/ch/
index.aspx）

《农业机械学报》[2015-01-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利用古骨胶原的氧同位素分析其

先民迁徙
古骨中的 O 同位

素分析可揭示先民和

动物的饮用水来源，复

原其所处的古环境，为

探索先民来源地和迁

徙状况提供重要的参

考信息。研究人员选

取中国商代都邑级别的郑州小双桥遗址

出土的17例动物和先民骨骼，在C、N稳

定同位素分析食物结构的基础上利用O
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动物物种间δ18O值

的差异状况与饮用水来源、代谢方式和

饮食结构的关系以及先民δ18O值的差异

原因和身份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不

同种属动物骨胶原的δ18O值存在较大差

异，差异更多地是受饮用水中δ18O值与

新陈代谢方式（反刍和非反刍）的影响。

遗址中先民的δ18O值有较大差别，表明

这些先民生前可能至少来自2个区域，V
区丛葬坑H66中埋葬的先民相比 IX区地

层中的部分先民，来自于更接近海洋的

地区。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V区

丛葬坑H66中埋葬的先民极有可能是东

夷族人。（网址：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3-13]

乌鲁木齐10号泉泉水细菌群落对

有感地震的响应
新疆特殊环境微生物实验室、新疆

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的研究人员

合作，从细胞水平上研究了泉水细菌群

落对有感地震的映震规律及敏感菌群的

代谢特征。研究人员采集了2012年1月

31日—12月 31日，震中距乌鲁木齐 10
号泉100 km范围内的5次有感地震的泉

水，利用平板培养计数和BIOLOG GEN
III细菌板监测地震前后泉水中细菌群落

活性及代谢功能多样性变化。结果表

明，泉水细菌群落全年呈现随机动态变

化，震后可培养细菌菌落数目和细菌群

落碳源利用的平均颜色变化高于震前，

且表现与震级具有一定

相关性；泉水中对有感

地震有响应的灵敏细菌

群以糖醇类碳源为主要

代谢碳源。本研究证实

了细菌群落的碳源利用

及可培养菌落数目具有

一定映震规律。（网址：journals.im.ac.cn/
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3-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制备出致密的C/C-SiC复合材料

表面ZrB2基陶瓷涂层
在C/C-SiC复合材料表面制备ZrB2

涂层，可提高其抗氧化、烧蚀性能。目前

刷涂法制备ZrB2基涂层在烧结过程中常

因热膨胀系数失配而产生热应力，从而

使涂层开裂乃至直接剥落。为减小基体

与涂层之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中南大

学陈招科陈招科课题组向ZrB2涂层加入SiC来

降低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向低密度C/C
复合材料中熔渗Si组元来增大基体热膨

胀系数；同时向涂层中加入ZrB2-ZrO2来

增加陶瓷韧性。研究表明，高温下，基体

中的残留硅组元会溢出，造成样品质量

损失；同时，溢出的硅组

元能渗入到陶瓷涂层

中，形成了以硅为主要

粘结相，ZrB2 等陶瓷相

弥散分布的陶瓷涂层，

涂层致密、裂纹少；与C/
C 复合材料相比，硅组

元的溢出能有效促进涂

层与基体之间的界面结合。（网址：jme.
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3-11]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解宏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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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碳五元环可构成稳定的准二维碳结构

探索发现新的碳结构是碳材料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北京大学工学院王前王前课题组与合作者通过计算模

拟研究发现，只用碳五元环也可构成稳定的准二维碳结构，其投影类似于一种“开罗五边形瓷砖”的装饰图

案，他们将这一新的二维结构命名为五边形石墨烯。研究成果发表于PNAS第8期上。

五边形石墨烯具有负泊松比效应、超高力学强度等独特的性质，且具有一个大的内秉带隙，因而不需要

通过化学或物理的修饰来打开带隙。这种五边形石墨烯不仅可以卷成以碳五元环为结构基元的半导体碳纳

米管，而且还可以堆叠成稳定的三维碳块体结构，其具有比碳T12相更大的带隙和较大的体弹性模量。五边

形石墨烯有望在纳米尺度的电子和机械器件中得到广泛应用。（网址：www.pnas.org）
北京大学 [2015-02-15]

家养动物mtDNA研究有望有

统一参考标准
近年来，家养动

物线粒体DNA（mtD⁃
NA）基因组学因其数

据质量存在缺陷且

mtDNA 世系划分标

准不一，干扰了研究

工作。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张亚平课题组与生命条形

码南方中心王文智王文智合作，重建了8种家养

动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将为今后的家养

动物 mtDNA 研究提供统一的参考标

准。研究成果于 2月 22日在线发表于

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上。

研究人员借鉴人类mtDNA研究的

经验，运用构建mtDNA单倍型类群树的

方法重建了8种家养动物的系统发育关

系，结果作为在线资源DomeTree发布。

同时，研究人员还开发了相应的数据分

析软件MitoToolPy，可提供突变信息输

出、单倍型类群划分、序列质量问题判断

等功能。DomeTree和MitoToolPy将通

过定期在线更新升级以整合之后发表的

mtDNA基因组数据，并有望囊括更多的

家养动物种类。（网址：onlinelibrary.
wiley.com）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2015-03-04]

获得世界首张单个蛋白质分子

磁共振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杜江峰领衔的研

究团队在室温大气条件下获得了世界首

张单个蛋白质分子磁共振谱，是“通往

活体细胞中单个蛋白质分子实时成像

的里程碑”。研究成果发表于 3月 6日

Science上。

目前通用的磁共振谱仪无法观测到

单 个 分 子 的 独 特 信

息。研究人员利用钻

石中的氮—空位点缺

陷作为量子探针，选取

了细胞分裂中的一种

重 要 蛋 白 为 探 测 对

象。首先将蛋白从细

胞中分离并将标记物（氮氧自由基）固定

在蛋白的特定位置，然后将此蛋白分子

放在钻石表面，此时标记物距离探针约

10 nm，会产生仅相当于地磁场 1/16的

极微弱的磁信号。此探针具有感知极弱

磁信号的能力，在激光和微波操控下，形

成一个量子传感器，将单分子信号转化

为光学信号而加以检测。该研究将磁共

振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数十亿个分子推进

到单个分子，使得高分辨率的纳米磁共

振成像及诊断成为可能。（网址：www.
sciencemag.org）

《人民日报》[2015-03-16]

埃博拉病毒分子进化研究取得

进展
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

情是史上规模最大、疫情最严重的一次

爆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张波张波

课题组对历年所有埃博拉疫情中的ZE⁃
BOV进行了分子系统进化和全基因组选

择压力的综合分析，研究成果发表于 In⁃
fec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 第 32
卷上。

全基因组正选择检测发现：与病原

性和免疫逃避相关的GP基因，以及与病

毒复制、翻译有关的L基因均呈现出明显

的正向选择压力。进一步比较 2014年

与早期爆发的 ZEBOV基因的进化速率

发现，本次爆发毒株的GP基因具有显著

加快的进化速率，推测与大范围人与人

之间快速传播有关。

该研究揭示了 2014
年西非 ZEBOV 的进

化动力学特性，对ZE⁃
BOV的分子流行病学

调查和疫苗设计均具

有重要意义。（网址：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 ⁃
nal/15671348）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15-03-12]

研发出新型糖荧光分子探针
硫化氢是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可能与肝损伤、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等病程发展直接相关。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佳李佳等研究人员拓展构建了可通过荧光“关开”机制靶向特异性探测肝细胞硫化氢小分

子的“反应型”糖分子探针，对细胞生物学研究和疾病诊断均有重要意义。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28日Chemi⁃
cal Communications上。

研究人员应用分子内电荷转移（ICT）机制制备了含叠氮基、荧光淬灭的半乳糖萘酰亚胺探针，进而通过

硫化氢对叠氮基团的还原特异性阻断 ICT过程，诱导强荧光发射产生。当不含糖靶向基团时，探针可对一系

列预孵育硫化氢的细胞体系产生弱的荧光标记，而糖靶向基团的引入则极大增强了探针对于表面含有脱唾

液酸糖蛋白受体肝癌细胞的靶向标记效果。该研究为与生理、病理学相关硫醇类细胞信号分子的组织靶向

性标记提供了有效的化学生物学工具。（网址：pubs.rsc.org）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2015-03-1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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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文卡特拉曼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爵士当选拉马克里希南爵士当选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2015年3月18日，英国皇家学会官网发布，由英国皇家学

会理事会投票决定，诺贝尔奖得主文卡特拉曼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拉马克里希南

（（VVenkatraman Ramakrishnanenkatraman Ramakrishnan））爵士（图1）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

新一任会长，将于2015年12月1日代替现任会长保罗保罗··纳斯纳斯爵

士，开始他的任期。他是皇家学会的第60任会长，学会往届会

长包括许多著名人物，如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雷恩雷恩，塞缪尔塞缪尔··佩皮斯佩皮斯，艾艾

萨克萨克··牛顿牛顿，约瑟夫约瑟夫··班克斯班克斯，汉弗莱戴维汉弗莱戴维和欧内斯特欧内斯特··卢瑟福卢瑟福。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1952年出生于印度，目前是

英国、美国双国籍，同事们都喜欢用Venki称呼他。他目前是剑

桥MRC分子生物学研究实验室副主任，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

他在印度巴罗达大学取得物理学理学学位，在美国俄亥俄大学

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在这之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转读生物学，并在耶鲁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随后，他在美

国布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生物系和美国犹他大学生物化学系（他

在核糖体晶体结构，特别是小亚基工作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在这

里开始的）任教，直至1999年离开美国来到英国剑桥MRC分子

生物学研究实验室。他在 200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在

2012年被授予爵位。

Venki主要研究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抗生素对核糖体

的作用，他对于核糖体功能中mRNA编码蛋白质的高保真性，密

码子/反密码子碱基配对，“摇摆假设”（wobble hypothesis）以及

核糖体怎样平衡高保真性与蛋白质合成速度间的关系等机制都

有深入研究，他在解析了小亚基及其与mRNA的复合物三维结

构，特别是核糖体与mRNA以及不同的 tRNA复合物结构后，提

出了小亚基双重检查的分子尺机制，从而让核糖体研究得以精

确测量一些数值。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说，Venki发现的分子尺子使核糖

体研究得以精确测量一些数值，从而突破以往的局限，为人们理

解核糖体合成蛋白时只有大约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差错率

提供了方便。也正是借此理论，他在2009年与托马斯托马斯··施泰茨施泰茨

和阿达阿达··尤纳斯尤纳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揭秘核糖体原子水

平精细三维结构，不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对抗生素领域的药品

制造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核糖体功能紊乱是人类一些先天性疾病（包括耳聋、心脏肌

肉疾病等）的罪魁祸首，人线粒体核糖体也与以细菌细胞质核糖

体为靶点的抗生素产生的副作用有关，这是因为人的核糖体是

在2亿年前，在真核细胞吞噬细菌之后，由细菌的核糖体进化而

来的。

2014年，Venki小组又为结构生物学领域带来了重大突破，

首次仅凭借低温电子显微镜（cryo-EM）就在近分子水平看到了

蛋白质结构，研究中他们成功获得了酵母菌线粒体核糖体大亚

基的图像，包括39种蛋白质，其中有13中蛋白质是线粒体独有

的，而且还有扩张的线粒体多糖体RNA（mitoribosomal RNA）
片段，观察到的蛋白质分辨率达到了 3.2 Å（1 Å =10- 10 m）

（图2）。

Venki早就预料到人类线粒体核糖体与酵母菌线粒体核糖

体的结构之间具有差异，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以往研究

中，为精确得到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通常依靠X射线衍射技术，

这就要求在分析前对蛋白质进行分离和纯化，但这一步骤较为

繁琐，也会对蛋白质结构产生破坏。这一新技术则无需繁复的

蛋白质纯化结晶操作，也避免了高能电子对蛋白质产生的破坏，

这种分析方法被认为在电子显微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有趣的是，在330年前，列文列文··虎克虎克也正是在英国皇家学会

会刊上发表了他对细菌的观察报告，和对于简单显微镜的使用，

向人们第一次揭示了动、植物之外的生物的存在。今年是皇家

学会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创刊350周年，列文·

虎克的文章手稿和故事也是周年展的展示项目之一。在这个特

殊的年头中，Venki的上任为皇家学会的历史传承增添了一分

色彩。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Sir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图片来源Max Alexander

图2 酵母菌的线粒体核糖体大亚基的超高分辨率电子

显微镜照片。蓝色、红色和黄色标出的结构分别表示与

细菌的核糖体相同的结构、与哺乳动物线粒体核糖体相

同的结构和酵母菌独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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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认知科学革命中的针尖对麦芒认知科学革命中的针尖对麦芒：：
具身认知具身认知vsvs标准认知科学标准认知科学

[美] 劳伦斯·夏皮罗著。华夏出版社，

2014年5月第1版，定价：32.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张静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浙江大学哲学系/荷兰莱顿大

学心理系，博士研究生。

试图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全面、深入

理解，构成了我们揭示心智（mind）本性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认知主义的计

算模型为核心的标准认知科学曾长时间

独霸认知科学经验研究领域，并且也确

实在对认知过程进行合理解释中取得了

许多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心智的身

体基础、身体的认知作用的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概念的提出，标

准认知科学的解释力逐渐受到质疑，而

具身认知的研究进路则备受关注。尽管

我们无法完全赞同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弗

雷德·亚当斯（Fred Adams）毫无掩饰地

声称“具身认知正在横扫这个星球”，但

是具身认知的研究纲领在认知科学领域

所引发的争议与激起的浪花却是我们任

何对人类认知与人类心智问题感兴趣的

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

与具身认知兴起之初相比，我们对

于以具身性为核心理念的第二代认知科

学的盲目崇拜已逐渐消退，如今我们对

于具身认知与标准认知科学之间的对抗

的认识日趋理性，在具身认知与标准认

知科学的针锋相对中，我们发现似乎没

有哪一方的理论能完胜另一方。那么，

是否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中间立

场，秉持认知既需要身体也需要理性

呢？显然，对人类认知能力了解的渴求

让我们无法止步于此，因此，对具身认知

与标准认知科学分别进行全面、系统地

分析，并对它们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

入、细致的对比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备具意

义。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夏

皮罗（Lawrence Shapiro）教授的著作

《具身认知》正是这一工作的完美呈现。

夏皮罗旨在通过介绍和发展具身认

知的中心主题来更精确地评价具身认知

与标准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将具身

认知对标准认知科学所发起的挑战归纳

为3个假设：“概念化”假设、“替代”假设

以及“构成”假设。“概念化”是指一个有

机体身体的属性限制或约束了一个有机

体能够习得的概念，即一个有机体依之

来理解它周围世界的概念，取决于它身

体的种类，以至于如果有机体在身体方

面有差别，它们在如何理解世界方面也

将不同。对于这一概念的阐释与论证，

夏皮罗主要援引了瓦雷拉（Varela）、汤普

森（Thompson）和罗施（Rosch）的工作。

夏皮罗认为具身认知对标准认知科

学发起的第2个挑战可归纳为“替代”假

设。“替代”是指一个与环境进行交互作

用的有机体的身体取代了被认为是认知

核心的表征过程。因此，认知不依赖于

针对符号表征的算法过程。它能在不包

括表征状态的系统中发生，并且无需诉

诸计算过程或表征状态就能被解释。对

此，夏皮罗主要关注的是艾丝特·西伦

（Esther Thelen）的工作。西伦将动力系

统理论（dynamical systems theory）开

创性地应用于认知现象，指出“说认知是

具身的，这意味着它产生自身体与世界

的交互作用。从这一观点出发，认知依

赖于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些体验源于具

有特定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其中知

觉和运动能力是不可分离的，并且它们

一起形成了推理、记忆、情绪、语言以及

心智生命所有其他方面被编织在其中的

一个母体（matrix）。”这意味着在“替代”

假设中认知被视为涌现自身体、脑和世

界之间的持续交互作用。可见，“替代”

假设的主要目的是为具身认知提出新的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从而使其更少地

受标准认知科学方法和概念的影响。

具身认知对标准认知科学发起的第

3个挑战被夏皮罗归纳为“构成”假设。

“构成”是指在认知加工中，身体或世界

扮演了一个构成的而非仅仅是因果作用

的角色。夏皮罗对于“构成”的评价主要

基于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
的工作。克拉克描述了具身认知工作中

6个明确属性，并通过对这6个属性的描

述指出身体并不是脑的一个纯粹容器，

或者说得是脑活动的贡献者，事实上应

该把身体看作在产生认知时的脑的搭

档。“构成”假设不仅是对标准认知科学

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传统认知科学的延

伸。那些认可“构成”的人相信，在一个

重要的、但我们必须煞费苦心来澄清的

意义上，心智活动包括脑、身体和世界，

或者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简单而言，具身认知蕴含了这样一

种思想，即认知不仅仅发生在“脑中”，而

更多的是产生于脑、身体以及世界的动

态交互作用中。在《具身认知》一书中，

夏皮罗以清晰生动的写作风格对具身认

知这一认知科学中日益重要的主题进行

了介绍；对不同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

诉诸此问题，并对关于具身认知的不同

看法逐一进行总结和评论；并且将当前

围绕具身认知的研究归纳概括为“概念

化”“替代”“构成”这3大核心假设，并对

其各自论证进行了详细罗列和点评，他

的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加方便对认知科学

中的这个热点主题进行比较和评估。但

是，对于夏皮罗在书末给出的具身认知

与标准认知科学的对抗结果的评论，我

并不持赞同态度。夏皮罗认为：“‘概念

化’与标准认知科学竞争，可是失败了。

‘替代’与标准认知科学竞争，在一些领

域取得了胜利，但很可能在其他领域遭

遇失败。‘构成’并未与标准认知科学竞

争，但却推动它将其边界延展至远远超

出很多实践者期望的程度。”尽管他也认

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记分牌会

发生变化，但是，在判定具身认知与标准

认知科学的较量结果之前，我们似乎还

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多下功夫，即对信息

加工理论做出更彻底的批判以及对具身

认知给出更全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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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大家博友——纪念李小文院士

博文集

武夷山 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

2月第1版，定价：45.00元。

一位自称“桃花岛主”的平民院士，

一个大师级别的遥感科学界“扫地僧”。

2015年 1月 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所长李小文去世，

这位曾因朴素形象引起全民关注的“布

鞋院士”，其平等自由的精神追求、谦和

豁达的包容胸襟，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探

索、处事时淡泊名利的情怀，在当今社会

堪比传奇。《大家博友——纪念李小文院

士博文集》一书收录文章54篇，其中，绝

大部分由科学网上的博友撰写，也有同

事、学生对李小文的深切悼念。斯人已

逝，他的科学信仰和人格魅力却感动激

励了无数人。

粒子物理导论

杜东生，杨茂志 著。科学出版社，2015
年1月第1版，定价：139.00元。

本书着重介绍粒子物理的基础知识、

相关领域前沿进展和最新成果。书中从

对称性出发进而介绍强子的夸克模型、电

磁作用和弱作用、弱电统一理论等。书中

对中性K介子、中性B介子、和中性D介

子系统的正反粒子，系统混合及CP不守

恒做了系统介绍。还介绍了中微子震荡，

手征对称性。此外，对超出标准模以外的

各种新模型，如大统一理论和超对称模型

等也作了简要介绍。本书适合物理专业

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和相关科研

人员阅读，同时对粒子物理实验和理论研

究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剑桥科学史（第五卷）：

近代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

[美] 玛丽·乔·奈 主编，刘兵，江晓原，杨

舰 译。大象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1版，

定价：190.40元。

该卷书籍是关于 19世纪初到 20世

纪末，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的叙述性和

阐释性的历史。撰稿者在各自专业领域

中均为世界级学者。通过利用科学史研

究中最新的方法和成果，他们采用思想

史、社会史和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式，为物

理科学和数学科学在公众文化、学科组

织和认知内容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非同寻

常、内容广泛和全面的洞见。本卷所研

究的科学学科，包括物理学、天文学、化

学、数学，以及这些学科向地球科学、环

境科学、计算科学和生物医学科学方面

的延伸。作者们考察了科学的传播和科

学的发展，分析了在日常的科学实践中

仪器、语言和图像的作用，仔细研究了科

学“革命”的主题，并考察了科学与文学、

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科学之美：从大爆炸到数字时代
[加] 戴维·欧瑞尔 著，潘志刚 译。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

35.60元。

应用数学家兼畅销书作家戴维·欧

瑞尔对真理与美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质疑，阐述了“数学优雅”这一概念如何

为科学家理解自然赋予灵感，有时又如

何误导了他们的努力方向。作者为我们

讲述了古希腊人如何基于音乐和谐与完

美几何的理念为世界建立物理模型；这

一理想模型随后被另一个同样美丽的建

模项目所取代，而该项目的基础正是牛

顿的“理性力学”，该理论将宇宙规律简

化为一些优雅的方程。作者进而转向介

绍当代前沿物理学理论，诸如超对称弦

理论。与之前的众多理论一样，这一理

论的提出与流行也再次受到了人们深层

审美观的影响。他清晰阐明了物理学家

们在历史上的考察结果，以及近期的研

究成果，包括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最

终，作者将讨论范围扩展到了物理学以

外的领域，如经济学、建筑学及健康医疗

领域。

进化

[英] 布赖恩·查尔斯沃思，德博拉·查尔斯

沃思 著，舒中亚 译。译林出版社，2015
年3月第1版，定价：25.00元。

在不到 500年的时间内，科学已经

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起源以及人类与

宇宙关系的看法。这本敏锐深刻又引人

深思的书，介绍了进化生物学中某些最

为重要的发现和观念，如物种的形成和

分化、适应、突变、自然选择。两位作者

自140多年前达尔文和华莱士发表第一

批作品起，直到近期由对分子级进化的

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追溯了进化思想的

演进过程。在尾声部分，本书表明了进

化观念如何照亮现代生物说中那些最难

解的问题，如衰老为何发生、某些动物为

何有利他行为等。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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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商业化成功的背后故事干细胞商业化成功的背后故事

文//孙学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第二军医大学潜水医学教研室，主

任医师/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膜缘干细胞的缺乏使角膜上皮失去

再生和修复能力，引起角膜结膜上皮化、

新生血管长入、慢性炎症、反复上皮缺

损、基质瘢痕化以及角膜自溶和溃疡，若

不进行治疗，该病最终可导致失明。今

年大年初一，是再生医学具有历史意义

的时刻，也是这种眼病患者的福音——

欧盟委员会批准Holoclar可有条件用于

因理化因素眼部灼伤致中重度角膜缘干

细胞缺乏症成人患者的治疗。

这种由意大利凯西制药研发的Ho⁃
loclar，是首个用于治疗角膜缘干细胞缺

乏症的产品，也是世界首个被政府批准

的干细胞治疗产品。Holoclar不仅能作

为角膜移植替代疗法，也可在大范围眼

部损伤时增加角膜移植成功率。Holo⁃
clar是一种活组织产品，形状类似于隐形

眼镜，有效成分是离体扩增的包含干细

胞的自体人角膜上皮细胞，这种细胞由

取自患者角膜未受损区域一小片活组织

制备，在实验室中利用细胞培养技术生

长而成，可用于替代受损角膜细胞。通

过在眼球重建干细胞储备，Holoclar能启

动和维持正常角膜细胞生长。接受Ho⁃
loclar治疗前，患者最少需提供1~2 mm2

的完好角膜缘组织。这种技术必须由经

过培训合格的医生进行实施，而且仅限

于医院内使用。

让人吃惊的是，成功商业化的Holo⁃
clar的研究竟然来自一家意大利的小实

验室。意大利对生命科学的支持力度比

较小，其干细胞治疗也曾经因为Stamina
基金会治疗多种疾病的非法市场化闹得

沸沸扬扬，而且引起了国际干细胞领域

的关注。这个小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是由

摩德纳大学再生医学中心主任Graziella
Pellegrini教授领衔的，她和同事克服了

种种困难，最终将干细胞治疗成功推向

了市场。

这种干细胞治疗方法的成功率很

高，被誉为再生医学的一大突破，也为视

力本无法复元的其他患者带来希望。

Pellegrini表示，其中一名患者眼盲已逾

60年，经治疗视力已恢复清晰，这项医疗

成就不是奇迹，只是科技进步而已。研

究中，科学家在患者没受伤眼睛的角膜

缘中取出少量干细胞，在实验室条件下

培养，使其增加数目，长成薄膜形状。接

下来医生手术除去患者因化学事故灼烧

伤的角膜疤痕组织，再植入干细胞薄

膜。科学家发现薄膜能成长为新的角膜

组织，取代旧有受损组织。科学家表示，

因为这些成体干细胞是取自患者自体，

因此回植治疗时，不必担心排斥。这项

实验自 1998年进行到 2007年，10年间

共治疗106名患者。患者大多单眼受到

重伤，视力微弱到仅能感受光线或数手

指头。很多人甚至已经丧失视力多年，

而且做过恢复视力的手术，却告失败。

此次使用的干细胞技术，让眼睛完全恢

复视力者共 81人，成功率逾 76%，部分

恢复者 14人，医疗效果迄今能持续 10
年。这项研究成果 2010年发表在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最近 Nature杂志对 Pellegrini进行

了采访。她介绍了相关研究和一些背后

的细节。角膜如果发生烧伤，尤其是其

干细胞来源的角膜缘受损伤后，角膜细

胞无法得到更新，角膜将出现纤维化和

血管增生，导致慢性疼痛、反复炎症和视

力丧失。为解决上述问题，该团队用Ho⁃
loclar治疗给角膜提供新的干细胞，一个

关键问题是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干细胞，

以提供大约1~2 mm2的组织。这种组织

是用人纤维蛋白作为支架，培养出大约

3000个干细胞。然后将培养好的组织片

移植到手术清除损伤组织的角膜上，这

些细胞会成活，1年内能限制血管再生进

入角膜，达到治疗的目标。

迄今，该小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已

经 20 多年，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果。

Pellegrini回忆说，1990年就开始细胞生

物学研究，当时她在日内瓦大学做博士

后，主要和同事Michele De Luca一起从

事上皮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研究。1996年

她们一起转到 Dermopatico Immacu⁃
late研究所，该研究所附属医院是一些推

崇科学研究的神甫负责管理，给她们提

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设备和临床资源。不

过最终该研究所没有接受她们的研究进

入临床。2002年，她们转到威尼托眼库

基金会继续研究，在这里有上皮干细胞

实验室。2008年，她们再次转移到摩德

纳大学新成立的再生医学中心，在这里

她们才专心开始这一研究。Pellegrini
说，虽然意大利国家不是非常重视生命

科学，但意大利科学家并不放弃自己，例

如国际上第1例针对人类免疫缺陷的基

因治疗也是意大利人做的。1997年，她

们最早报道了两例成功的个案，证明了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2010年，他们报道了

112例临床研究，总有效率达到90%（其

中，完全成功率为77%）。

Holoclar商业化申请获得批准经历

了许多努力，主要是和管理机构的交流

存在非常大的障碍。由于管理机构对干

细胞不了解，又担心风险，她们最后通过

和一家公司合作，进行了多种证据的整

理，才最终获得批准。意大利Stamina基

金会认为自己开发出对患者有好处的治

疗方法，但逃避监管，存在非法使用干细

胞治疗的问题。Pellegrini认为，这让她

十分恼火，因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

发生，这件事让她意识到公众和政客一

般对干细胞不够了解，所以才容易被欺

骗。科学家应该特别注意公众形象，如

果急功近利可能适得其反，阻碍科学的

正常发展。

Pellegrini的成功说明，一个研究团

队规模不一定十分大、十分强，甚至在社

会环境恶劣、科研条件和科研投入不那

么理想的条件下，只要能按照正确的方

向，付出足够的努力并坚持，最终仍然有

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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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回忆WadeWade教授教授

·科学人物·

文// 李小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家属授权刊发，有删节。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公元 1979 年，正是北京的金秋时
节，我同几位同学乘中国民航转泛美飞
机经卡拉奇、巴黎、华盛顿，颠簸数日，最
后到达美国西岸城市圣巴巴拉。加州大
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就坐落在这座
城市的海滨一隅，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
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我将在这里学
习工作数年，直到取得博士学位。

圣巴巴拉是个市镇，并不大，纬度与
上海相若，但濒临太平洋，又是暖流回旋
的海湾，故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据说相
当于我国昆明的气候，可又不像昆明多
雨。这里属于沙漠气候，四季少雨，几乎
天天都是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
而到处如茵的草地，家家花团锦簇，全靠
喷灌，每天晚上草地和花丛中的喷灌头
洒出水来，织成一片一片的水雾网。不
过大气里缺乏水蒸气，空气是透明的，天
空中一轮皓月，似乎伸手可及。

这里还从没来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
生，大概物以稀为贵吧，我们受到校方的
热情接待。我当时主修地理系遥感专
业，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我的老师 Sim⁃
onett教授要求我不仅要修地理系的有关
课程，还要修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及图
像处理的有关课程，数学系的概率论与
统计学的有关课程，以及生物系的有关
课程。所以第一学期我就开始到电机系
选修图像处理课，认识了我终生难忘的
一位老师——Wade教授——美国声学
断层成像领域的权威。

第一次上他的课，眼见一位高瘦的
先生走进教室，60岁左右，戴着眼镜，气
色极好，慈眉善目，衣着整齐，迥异于其
他一些衣着随便的年青教授，尤其头上
几根稀疏的花白头发被精心梳理成几
缕，服服帖帖地趴在头发上，不时还见他
从后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轻轻地梳理。
不知怎的，我立刻想到漫画家张乐平笔
下的三毛，虽然两人年龄、形象、气质都
风马牛不相及。他把携着的一大叠大大
小小的书一一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
并抑扬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My name is Glen Wade, the biogra⁃
pher of who’s who in America, who’
s who in the world,……”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我也想
笑，是因为那几根头发，但我忍住了。老
实说，我这人出了名的不修边幅，所以在
美国面对一帮衣着随便的教授，觉得格
外自在。现在，看到一位英国绅士般打
扮的教授，心里先有了一份怯意。他接

着便讲述图像处理的发展历史，那些大
大小小的书，便是关于这一门最新学问
的最新著作。

坐在后面发笑的大概是了解Wade
风格的学生，对这些掌故已经颇为熟悉
了。其实我也从其他同学处听到一些有
关他的轶闻，比如他的开场白，他的为
人，他的教学方式，甚至他的宗教信仰。
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一听说Wade
信仰摩门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福尔摩
斯探案故事里的犹他之花及邪恶的摩门
教徒。和我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后来
的相处使我了解到Wade教授不但学识
渊博，治学严谨，还具有追求真理、纠正
错误的宽大胸怀，为人也极富人情味。

在我们到校之前，UCSB平均每年在
校的台湾学生大约有 100名，香港学生
50名。他们中的一部分听信谣言，以为
大陆学生都是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是
来镀金的。但两堂课下来，台湾同学、香
港同学就不敢小视我了。

在讲断层成像原理时，Wade教授
以 4个像元为例，比如说，X11=2，X12=3，
X21=4，X22=5，行方向取两个投影：

X11+X12=5
X21+X22=9

列方向取两个投影：
X11+X21=6
X12+X22=8

Wade教授认为这 4个投影值就能
建4个方程解出X11到X22这4个未知数，
大家都学过解方程组，觉得顺理成章，因
此多年过去并无人质疑，我也一样。

但我又想，如果有N×N个未知数，我
一步步把它切成2×2的矩阵，最终就能用
2×N个观测，解N2个未知数，我仿佛看见
诺贝尔在向我微笑。当然，我最终发现诺
贝尔并没有朝我微笑，而是Wade错了，我
气不打一处来，就在课堂上“发难”了。

Wade教授很快就发现那 4个方程
是欠定的，据此修改了他的讲义，对我大
加赞赏。后来我有家累缺钱花的时候，
Wade教授在他的研究生经费已花光，还
有点违规的情况下，一口答应从电子系
给我全奖（我在地理系已有一份）。有了
这两份全奖，我才能潜心科研，铸造了我
人生第一个辉煌（按自我感觉定位）。

我将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论文交给
Wade教授。老实说，我心里并不太看重
它，它不过是我业余时间打的一只“野鸭
子”罢了。不料两天以后，教授把我叫进
办公室，拿出我那篇“野鸭子”论文说，文

章很有创意，稍加完善，就是一份有分量
的作品。我接过论文一看，从头到尾已
经用红笔改过，包括英语语法和词汇。
我当时又是感动又是不安。多少年后，
那些红色的批改符号还不时鲜活地在我
眼前晃动。我现在为学生批改论文还坚
持用红笔，大概也是一种潜意识作用吧。

文章改成，被投到第十五届声学断
层成像国际会议上发表，Wade教授坚持
要我去会上宣读论文，我心里并不情愿，
我一贯对上讲台有些怯场，另外我在本
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繁重，所以当有
人提出想代我去宣讲论文时，我立刻欢
快地答应了。Wade教授开始也答应了，
不料临行前3天，他改了主意，一定要我
与会并宣读论文。他说，这已不是你个
人的事，这代表了我们研究小组的水
平。随后的3天，他天天让我一次又一次
地在小组试讲，直到他基本满意。多年
以后，我也用这样的方法训练我的学生
作讲演。

还有一件事，一位台湾公费生，研究
做得不够好，到公费期满，论文还出不
来，Wade教授以研究生经费已花光为
由，拒绝给他资助，因此他无法在暑期继
续完成论文。我觉得部分原因是我跨系
抢了别人的机会，差几个月拿不到学位
够惨的。所以我找Wade教授开后门，把
我的暑期全奖分一半给那位台湾同学。

1985年初，我获得遥感学博士学位，
又顺便在电机系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在
离开圣巴巴拉时，Wade教授专门为我开
了欢送宴会，并致辞说，通常他不给硕士
毕业生开欢送宴会，这次破例欢送文先
生，是因为两件事他感触颇深，一件就是
那个欠定方程组，我不惧权威，能独立思
考；另外一件就是我表现出对弱者的关
怀。Wade教授指出，“不惧权威”和“同
情弱者”同为形成一个好的科研团队的
必要条件，希望课题组所有同学都学习
文先生，所以才破例欢送我，请大家“搓”
一顿。可见“洋鬼子”也不是不做思想工
作的。（我坚持坐不改名，站不改姓，永远
签Li Xiaowen，Wade教授则坚持英文姓
名排最后的才是Last name，所以坚持叫
我文先生，叫我老婆文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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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班主任工作的一点体会兼职班主任工作的一点体会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

院，讲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文//朱丽红

我2010年6月从吉林大学博士毕业

后，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

专业的一名专业课教师，并兼任石油工

程专业2010级3个班级的班主任。以下

我谈谈从事班主任工作的体会。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和学生们的接触是从“朝五晚九”的

军训中开始的，在朝夕相处中，我们见证

了彼此的成长。军训结束后，我继续从

学习、生活、心理等多方面去关心学生。

通过进入学生课堂旁听、开座谈会，掌握

学生学习动态；组织班级活动或春游，与

大家在班级QQ群交流，与学生打成一

片。为方便学生有事能够及时找到我，

我每学期都会把我的课表提前发给学

生，除了上课和实验，基本都在办公室。

“朱老师的办公室和工B324会议室基本

快成了我们3个班的独立会议室了！”13
班赵乐天同学这样说。时间久了，这些

学生们就自然而然地和我成了朋友。他

们会经常主动和我分享他们的开心或者

悲伤，会在迷茫时向我倾诉他们的困扰，

也会在想家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只为

寻找一份家的感觉。他们让我更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让我更坚定了做学

生良师益友的信念。

消除学生们的“迷茫感”

从“被控式学习”的高中进入到“自

主性学习”的大学，学习方法、授课方式

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学生们大一

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作为一名青年

教师，在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还要合理

安排时间，逐渐深入了解学生，排查原

因。经过几次谈话，发现学生几乎都感

到迷茫。迷茫是人的一种状态，也是一

种转变的开始，当学生意识到迷茫时，将

是转变的最好时机。于是，我经常和学

生谈心，听取每位学生的心里想法，做到

因材施教。我相信，沟通是打开一个人

内心的最好钥匙。为了避免学生再度走

进迷茫，我定期作报告，如“石油三百问”

“洛克菲勒玩转石油”等，对学生进行专

业教育，并推荐一些专业必读书目，适时

带领他们提前接触专业前沿知识，明确

不同时期该做什么，找到自己的定位。

集体共进步

石油工程专业 2010级 15班是由转

专业学生组建的新班级。这些转专业学

生在原专业都是精英，每个人单独拿出

来都非常优秀，可是集体荣誉感有待培

养。在磨合初期，学生之间存在专业差

异、面临补课等多重难题。为让同学尽

快适应，全身心投入，我积极应对，从整

理班级同学个人资料，了解学生们的基

本情况，到组织参与班级活动，定期走访

学生宿舍。一段时间后，15班迅速成长，

从一盘散沙到团结一致。“当时班级确实

存在不少问题，朱老师就像班级成长的

催化剂一样，帮助我们加速融合、适应，

大大缩短了磨合期”，15班第一任班长施

佳林感慨良多。15班在学习、科创方面

一直是年级的佼佼者，两度被评为校级

优秀班集体。

认真做好个别教育

我带领大家实施宿舍帮扶制度，缩

小班级成绩差距，实现集体共同进步。

13班的吴同学入学后一度陷入学习盲

区，造成了较大学习思想压力。我了解

情况后，深入宿舍，与他谈心、交流，并让

宿舍自律性较强、成绩较好的学生帮扶

他。经过师生共同努力，吴同学成绩从

大一时的329名到大三的152名，并获得

学习进步奖学金。“非常感谢朱老师，她

在我迷茫时拉了我一把，给我指引方向，

每次和她聊天，她都像大姐姐一样，我们

总能敞开心扉交流，收获很多，非常谢谢

她！”吴同学曾这样对人表示。针对优异

生，我则鼓励他们多接触专业前沿知识，

尽可能往高处走，甚至走出国门。15班

已拿到出国 offer的董壬成同学说，班主

任对于他决定出国深造起到了重要的指

引作用，非常感谢老师的鼓励。我从思

想上引导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同学

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行动上耐心细致，

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决同学的实

际问题。目前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

“帮扶创优经验”。

“三勤”方针结硕果

从大一班级组建之初，就进行入学

教育，引导同学们尽快明确学期目标、快

速适应大学生活。到大二、大三开展各

种活动，增进同学之间感情，掌握好学科

知识。再到大四时，用自己的经验帮助

同学更好地就业、择业。“依托班委，着力

每位学生，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分而治

之，并定期作报告”，作为对学生管理教

育组织者和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坚持用

“勤思考、勤计划、勤安排”要求自己。4
年来，所带班级全部达到优良学风班标

准。3个班保研同学占到35%，就业率达

到 100%，其中包括 2名出国的学生，在

全国、省、市等各项评比活动中获奖320
余人次，其中包括国家级数学建模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1项、数学竞赛山东赛区

一等奖1项、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1项、钻采模型设计大赛特等奖 1项等

等。所在石油工程学院 2010级第六党

支部已有28名成员，是该年级各党支部

党员最多的分支，先后20余名同学成为

中共党员。

回想起给学生开班会时我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4年之后，想从中国石油大学

带走什么？”这句话何尝不是在勉励自

己。在教师这条路上我能做点什么？作

为一名年轻教师，需要深入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针对于自己接下来的工作，

我要做好计划和安排。希望以兼职班主

任的工作为起点，在完成身为专业老师

授课的同时，完善作为班主任的学生工

作，继续鞭策自己，全力为学生带来方便

和温暖，为他们提供生活、学习、心理、专

业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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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亲历2014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有感

2015年 1月 7—10日，我有幸参加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及其相

关活动。闲暇时将所历所思记述如下，

以饗对国家奖励申请、评审、颁发有兴趣

的朋友。

2015年1月7日17:00，驱车前往友

谊宾馆。吃过简单的自助餐后，信步徜

徉在小道上。透过松树丛的寒风吹在面

颊，有一种透心的凉爽。思绪又回到漫

长的申奖之路上。

2013年国庆节前夕，团队同事建议

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奖。我曾在 2008
年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过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时隔 5年，再次申请能行

吗？大家都表示支持，我答应考虑一下。

在研究室的催促下，我开始准备。

申报要求列出8篇代表论作和总共20篇

的相关论著。我可以轻易找到8篇有份

量的代表作，除 Springer出版的一本专

著外，有 6篇 IEEE TAC，Automatica 等

长论文，1篇 Systems and Control Let⁃
ters，20篇国际SCI期刊论文。

当然，更重要的是个人工作。这几

年，我和学生以原创的矩阵半张量积为

工具，提出了逻辑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

方法，初步建立了逻辑动态系统的动力

学和相应的控制理论。这些工作引发了

大量后续研究。现在，该方法已被国内

外学者应用到系统生物学、博弈论、通讯

与编码、逻辑线路设计与故障检测、有限

自动机、图论与队形控制等领域。意大

利、以色列等国家都有追随我们工作的

团队。我们真正做到了：中国人提出原

创的理论和方法，外国人跟着我们做。

推荐工作开始了，我们准备了申报

材料，经过我所在的数学院推荐，到中国

科学院答辩。为减轻评审负担，各单位

推荐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争取到中国科

学院推荐是第一关。答辩较顺利。我们

通过了评审。

随后是网络评审，我们准备了详尽

材料，包括论文代表作和评价材料。由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指定相关专家

进行审评。这个评审时间最长，据说是

最难过的一关，淘汰率很高。抱着一颗

平常心，并无等待之苦。得知结果后，开

始准备初评答辩：15min报告，10min回

答问题。准备好 PPT以后，数学院组织

了预演，领导们提了不少意见。答辩并

不顺利，PPT中的SCI引用率与上报材料

中的数据不同，挑剔的评委指出时让我

们措手不及。那天，面对这样的结果，我

和合作者都很沮丧。

初评的同时，相关材料还要送海外

学者评审。初评很严格，有固定的淘汰

率，据说至少 1/3。人，最难以承受的也

许就是与近在咫尺的目标失之交臂。初

评的表现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

不断怀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值得吗？

幸运的是，我们过了初评。虽然还

有最后一关——复评，但复评没有固定

的淘汰率。这时有点底气了，但由于初

评的教训，不敢掉以轻心，答辩做了精心

准备。后来的事实说明，凡事都马虎不

得。听说复评时仍有6项落选。

2014年底得到通知，我们的项目最

终获奖了。这是数学院今年唯一一项。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特别是至

今也不知是谁的评审专家们。假如有什

么值得自豪的，那就是，我们从未打听过

任何一次评审的评委，更没有向任何一

个评委打过招呼或有过交易。扪心自

问，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做任何可

能玷污那纸带着国徽的奖状的小动作！

2015年 1月 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正式召开。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下车时，已是人流如潮，每个入口外均排

着长长的队伍。接着，代表们排好队，然

后各队按奇偶依序被带上照相阶梯。几

分钟后，对面的正门打开了，先是几位工

作人员——据说是保安——进来了，接

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

山、张高丽等步入会场，热烈掌声响起。

习近平总书记等等从左到右，与前两排

代表一一握手。我有幸分在第二排，与

领导们一一握了手。巧的是 2008年我

也站在第二排，和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

人也握过手。

会议由张高丽主持。起立唱国歌后

大会开始。先是刘延东副总理宣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

奖的决定。然后是授奖。先由习总书记

给于敏单独授奖。然后是60名获奖人代

表分5批上台领奖。接着是李克强总理

作报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再强调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表态国家还要加大

科技创新的投入。接着是获奖代表发

言 。 最 后 ，

由张高丽总

结 ，并 宣 布

大会闭幕。

往事浮

现 眼 前 ，我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是 1965年暑假前

夕，北京市召开大专院校毕业生会议，由

彭真市长作报告。那年我上大学一年

级，有幸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出席会议。

19岁的我，很天真、很激动。

1999年，国际自控联（IFAC）的传统

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时，这种大型国际

会议还不多，会议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

宴会厅举行，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有幸再次来到这里。

200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我作为

获奖者代表被选上台领奖，我两次来到

大会堂。第一次是排练，第二次是正式

开会。这次到大会堂，虽然少了新鲜感，

但还是有一丝淡淡的激情。临走前，不

舍地回头看宏伟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人

民大会堂，今生大概无缘再到此地了。

我成长于贫寒家庭，从中学学费全

免，到大学每月19.5元的最高助学金，后

来拿着工资读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

……是祖国人民养育了我，给了我上学

的机会。最近在看电视连续剧《老农

民》，常常被吃不饱饭的他们所感动。我

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

能够饱食终日，从事所谓神圣的科学研

究，应该有一份感激之心，感谢为我们提

供衣食的劳动者——祖国人民。

能够 2次以第 1完成人的身份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是很高的荣誉，

是学术界同行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今生

今世，夫复何求？希望有生之年，只要尚

未痴呆，还能鞠躬尽瘁，做一点力所能及

的工作。寸草之心，虽无以报得三春晖，

却聊可自慰，以对天日。

当离开怡宾楼时，我的2014年度国

家科技奖励大会活动全部结束。生活又

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这轨迹，仿佛是

命运为我量身定制的：它既有匠心独运，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攀援曲径；又有天

道酬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之因果诚

信。人生路，你还会将我引向何方？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研究员 程代展程代展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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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气羰基化合物，电子信箱：wangfang.shu@qq.com；冯艳丽（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气环境科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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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芳, 冯艳丽, 姜知明, 等. 上海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羰基化合物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6): 13-19.

上海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羰基化合物上海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羰基化合物
研究研究
王芳 1，冯艳丽 1，姜知明 1，仇奕沁 1，陈颖军 2

1. 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上海 200444
2.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烟台 264003
摘要摘要 为探究大气中羰基化合物的质量浓度水平及变化规律，利用滤膜系统（FP）同时采集大气中颗粒相和气相羰基化合物，FP
系统由3层47 mm滤膜组成，其中，第1层滤膜用于收集颗粒相羰基化合物，第2层和第3层滤膜涂布五氟苄基羟胺（PFBHA）衍
生剂，用于收集气相羰基化合物。PFBHA的涂布量为12 μmol、采样流速4 L/min，每个样品采集4 h。采集后的样品用正己烷提

取。利用该方法对上海市大气中的羰基化合物进行研究，结合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分析大气中羰基化合物浓度的日变

化、季节变化以及气相-颗粒相分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大气中15种目标化合物均能检测到，包括13种单羰基化合

物和2种二羰基化合物；2）上海大气中羰基化合物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气相羰基化合物的浓度在中午达到最大值，

颗粒相则相反；夏季羰基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33.8±15.9）μg/m3）显著高于冬季和春季（分别为（10.5±5.0）和（14.0±7.0）μg/m3）；

3）羰基化合物的气粒分配规律表现为与温度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本研究表明，FP系统可替代AD-FP（环形溶蚀

器-滤膜系统）同时采集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中的羰基化合物，易于携带，为羰基化合物的野外观测提供便利。

关键词关键词 滤膜系统；五氟苄基羟胺；羰基化合物；气粒分配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1，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1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carbonyl compounds in Shanghai ambient air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and variations of carbonyl compounds in the atmosphere, a filter pack (FP)
system was used to collect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carbonyl compounds simultaneously in Shanghai ambient air. There are three 47
mm filters in the FP system. Particulate carbonyls were collected on the first filter directly and then the gaseous carbonyls were
collected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filters impregnated with PFBHA. The coating amount of PFBHA was 12 μmol, the sampling flow
was 4 L·min-1 for 4 hours. The filter samples were extracted by hexane and injected into the GC/MS system.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carbonyl compounds as well as the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1) 15 target
carbonyl compounds are all detected in Shanghai ambient air, including 13 mono- carbonyls and 2 dicarbonyls; 2) the carbonyl
compounds exhibit significant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iations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s in summer, the concentrations of gaseous
carbonyls reach the maximum at noon while the particle phases achieve the minimum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carbonyls is 33.8±15.9 μg/m3 in summe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winter (10.5±5.0 μg/m3) and spring (14.0±7.0 μg/
m3); 3)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 of carbonyl compounds i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mbient temperature while negatively
with relative humidity. Compared to the annular denuder- filter pack (AD- FP) system, the FP system is more suitable for field

WANG Fang1, FENG Yanli1, JIANG Zhiming1, QIU Yiqin1, CHEN Yingjun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26400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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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20003，cstc2013jcsf20001）；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SCAPC201310）
作者简介：彭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气复合污染，电子信箱：pengchao@cigit.ac.cn；翟崇治（通信作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大气环境，

电子信箱：czz66818@sina.com
引用格式：彭超, 田密, 翟崇治, 等. 重庆三大城区夏季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的污染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6): 20-26.

重庆三大城区夏季重庆三大城区夏季PMPM22..55中有机碳和中有机碳和
元素碳的污染特征元素碳的污染特征
彭超 1,3，田密 2，翟崇治 1,3，余家燕 3，杨复沫 2，王欢博 2，许丽萍 3，钟杰 3

1. 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重庆 400067
2.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水库水环境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4
3.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城市大气环境综合观测与污染防控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147
摘要摘要 以重庆市渝北区、南岸区和渝中区3个主要城区为研究对象，采集夏季PM2.5样品，应用DRI Model 2001A热/光分析仪，

采用 IMPROVE-TOR方法测定了PM2.5中有机碳（OC）和元素碳（EC）含量，并对3地的OC、EC污染特征进行了评价，探讨了

PM2.5中含碳物质的来源。结果表明，南岸区OC、EC质量浓度分别为（5.8±1.5）、（2.5±0.8）μg·m-3，低于渝北区（（8.9±3.2）、
（4.2±1.6）μg·m-3））和渝中区（（8.8±2.2）、（4.6±1.3）μg·m-3），与PM2.5质量浓度的分布一致，表明渝北区和渝中区的含碳污染物

的排放可能较为严重。渝北区、南岸区和渝中区的OC与EC均显著正相关，表明三大城区OC和EC可能分别具有相似的一次

污染源。排除降雨天和O3浓度较高的晴天，利用m（OC）/m（EC）比值法对渝北区、南岸区、渝中区二次有机碳（SOC）进行估算，

SOC质量浓度分别为（2.0±1.8）、（1.0±0.7）、（2.3±2.0）μg·m-3，占OC比例均低于30%。渝中区SOC对OC的贡献率最高，这

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易于形成城市热岛效应，且热量和辐射效应更加明显，有助于SOC的生成。通过计算PM2.5中8个碳组分丰

度，初步判断机动车尾气排放可能是三大城区碳质组分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关键词 PM2.5；有机碳；元素碳；热光反射法；夏季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2

Characterization of organic carbon and elemental carbon in PM2.5

during summer in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Abstract PM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three sites located in Yubei, Nan'an and Yuzhong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2014. The concentrations of organic carbon (OC) and elemental carbon (EC) were analyzed with a DRI model 2001A thermal optical
carbon analyzer using the IMPROVE-TOR protocol. Th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C and EC at these site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sources of carbonaceous materials in PM2.5 were investigated.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OC and EC were (5.8±1.5) and (2.5±0.8)

PENG Chao1,3, TIAN Mi2, ZHAI Chongzhi1,3, YU Jiayan3, YANG Fumo2, WANG Huanbo2,
XU Liping3, ZHONG Jie3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servoir Aquatic Environment, Chongqing Institutes of Gree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ongqing 400714, China
3. 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tegrated Observation &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ongq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 Center, Chongqing 40114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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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远郊区春季碳气溶胶的质量浓度兰州远郊区春季碳气溶胶的质量浓度
特征特征
李刚 1，石广玉 2，张武 3，李宏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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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4. 南京大学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大气科学学院，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为探讨春季沙尘（暴）期间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SACOL）碳气溶胶的变化特征，2012年5月17—26日于

SACOL站采用石英膜收集PM10样品，利用DRI-2001A热/光碳分析仪测量元素碳（EC）和有机碳（OC）的质量浓度。结果显示，

沙尘（暴）是导致OC、EC质量浓度增大的主要因素。采样期间EC、OC和总碳（TC）的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2.71、11.26和
13.97 μg/m3。进一步分析显示，沙尘（暴）期间兰州城区碳气溶胶污染逐渐加重主要受本地源的影响。PM10中OC和EC的相关

系数达到0.94，揭示SACOL站OC、EC的来源相对一致。OC/EC的均值为5.05，表明春季SACOL站PM10中碳气溶胶存在二次

污染。二次有机碳（SOC）的质量浓度为3.37 μg/m3，为OC的29.9%。结合考察周边环境，分析表明SACOL站春季碳气溶胶的

主要来源是直接污染源，来自周边环境中的燃煤以及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碳气溶胶8种组分的因子分析结果也表明，周边环境

的燃煤和机动车尾气排放是春季SACOL站碳气溶胶的主要贡献源。

关键词关键词 可吸入颗粒物；元素碳；有机碳；二次有机碳；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0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3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carbonaceous aerosols
over outskirts of Lanzhou during spring

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urces of carbonaceous aerosols in PM10 over outskirts of Lanzhou
during spring, samples were collected during 17-26 May, 2012. Organic carbon (OC) and elemental carbon (EC) were measured by
thermal/optical method using DRI-2001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mass concentrations of OC, EC and TC were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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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冬季不同空气质量级别对应的西安冬季不同空气质量级别对应的
PMPM22..55化学组分变化特征化学组分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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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气溶胶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1
3. 西安交通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院，西安 710049
摘要摘要 通过实验采样分析，研究了西安市冬季不同空气质量级别（HJ 633—2012）下PM2.5质量浓度及化学组分的变化特征和污

染规律。结果表明，西安市 2008—2009年冬季所有采样天均为轻度污染到严重污染状况，PM2.5质量浓度 100%未达标（GB
3095—2012）；PM2.5质量浓度及其化学组分基本随空气质量级别恶化而增加，除个别元素外，其他化学组分的质量浓度在严重

污染时均出现突增，有机碳（4.5倍）和水溶性无机离子（2.7倍）的增加倍数较大；随大气污染程度的增加，人为源的重金属富集因

子增加剧烈（1.6~2.0倍），而主要来自自然源的元素富集因子变化无规律；重污染时期PM2.5中的多环芳烃（PAHs）、正构烷烃（n-
alkanes）均主要来自人为源排放贡献，其中生物质燃烧、低温燃煤排放是PAHs剧增的主要因素 。

关键词关键词 PM2.5；化学组分；多环芳烃；正构烷烃；空气质量级别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8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4

Characterization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for fine particle matter
collected in different air quality grades in Xi'an in winter

AbstractAbstract The ambient fine particle matters (PM2.5) were collected from November 2008 till March 2009 (wintertime) in an urban site
of Xi'an to compare with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air quality grades guidelines (HJ 633-2012). All of PM2.5 mass
concentrations were in excess of the 75 μg/m3 level in the 24 h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GB 3095-2012). Th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mas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emical compositions were elevated to show a generally increasing trend of the AQI except for
a few elemen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organic carbon (OC) and water-soluble inorganic ions on six-grade days were approximately 4.5
and 2.7 times those of three-grade days. The enrichment factors of anthropogenic elements (e.g., As, Zn and Pb) on six-grade days
were 1.6-2.0 times those of three-grade days, while the elements from crustal sources were not observed along with any surge and
rule of air pollution levels. PAHs and n-alkanes mainly were contributed by anthropogenic sources. During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air pollution in winter, biomass burning and coal combustion emissions showed a larger contribution to PAHs than gasoline vehicle
emissions.
KeywordsKeywords PM2.5; chemical composition; PAHs; n-alkane; air quality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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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秋季大气颗粒物散射特征及其西安市秋季大气颗粒物散射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周雅清 1,2，曹军骥 1,3，王启元 1，刘随心 1，张婷 1

1.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气溶胶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西安交通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院，西安 710049
摘要摘要 为研究污染条件下西安市秋季大气颗粒物的散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于2012年11月监测大气颗粒物散射系数并采集

PM2.5样品。探讨了大气颗粒物的散射日变化特征，通过实验分析PM2.5中水溶性离子（Na+、NH4
+、K+、Mg2+、Ca2+、F-、Cl-、NO-

3和

SO2-
4）和含碳物质（有机碳和元素碳）的污染水平，并讨论它们的来源及对散射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颗粒物的散射系数均值为

（579±387）Mm-1，夜间高日间低。PM2.5质量浓度与散射系数呈现出较强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85），通过回归方程得到

PM2.5散射效率为3.09 m2·g-1。在PM2.5化学组分中，有机物对消光系数的贡献最大，占52.3%；其次是NH4NO3和(NH4)2SO4，贡

献率分别为16.2%和13.7%。

关键词关键词 散射系数；PM2.5化学组分；能见度；消光系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5

Characteristics of aerosol scattering coefficient in autumn
Xi'a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M2.5 chemical species on light scattering in autumn Xi'an,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and
PM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daily in November 2012 at the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M2.5

water-soluble ionic species (Na+, NH+4, K+, Mg2+, Ca2+, F-, Cl-, NO-3 and SO2-4 ) and carbonaceous (organic carbon and elemental carbon)
were analyzed to characterize their impacts on the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The average PM2.5 during the sampling period was
(195.4±83.5) μg·m- 3. The average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was (579±387) Mm- 1, with high value at night and low value in the
daytime.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showe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85.
The estimated light scattering efficiency of PM2.5 was 3.09 m2·g-1. Among the PM2.5 chemical species, NH+4, K+, SO2-4 and OC ha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sources for light extinction
coefficient. The revised IMPROVE equation was used to estimate chemical extinction (bext), which was lower than measured bsp,wet.
Among the PM2.5 chemical species, organics had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light extinction, accounting for 52.3%, followed by NH4NO3

(16.2%) and (NH4)2SO4 (13.7%).
KeywordsKeywords light scattering coefficient; PM2.5 chemical species; visibility; light extinction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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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冬季高层公寓室内外颗粒物西安冬季高层公寓室内外颗粒物
浓度水平与变化浓度水平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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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省共建生态建筑环境实验室，西安 710055
3.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气溶胶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1
摘要摘要 以西安市冬季某研究生高层公寓为监测对象，通过1 min时间间隔同步监测，研究了不同楼层室内外空气中颗粒物PM1、

PM2.5、PM10以及总悬浮颗粒物TSP的质量浓度、分布状况与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西安市冬季高层公寓存在严重的颗粒物污染，

室内粗颗粒物PM10质量浓度为（65.5±20.0）~（142.0±16.9）μg/m3，略低于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但室内细颗粒物PM2.5及超细颗粒

物PM1分别为（52.2±14.3）~（111.5±12.2）μg/m3和（50.6±13.9）~（108.7±11.9）μg/m3，其中PM2.5质量浓度占总悬浮颗粒物

TSP的50%以上；室外以粗颗粒物PM10为主，楼层高度与颗粒物质量浓度之间无显著关联。

关键词关键词 颗粒物；质量浓度；室内空气质量；高层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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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and variations of indoor and outdoor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s of a high-rise apartment in winter, Xi'an

AbstractAbstract Particulate matter (P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atmospheric haze and indoor air pollutant which affects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takes high-rise apartment in on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monitor the levels and variations of indoor and outdoor PM1,
PM2.5, PM10 and TS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high PM pollution both in indoor and outdoor air,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M10

being (65.5±20.0)~(142.0±16.9) μg/m3,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Indoor Air Standard. Howerver, indoor PM2.5 and PM1 are
(52.2±14.3)~(111.5±12.2) μg/m3 and (50.6±13.9)~(108.7±11.9) μg/m3, respectively, i.e., indoor PM2.5 is about 3~5 times higher than
the USEPA standard. The dominant PM in indoor environment is fine particle while coarse particle in the outdoor air. The preliminary
study shows the height has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PM pollution.
KeywordsKeywords particulate matter; mass concentration; indoor air quality; high-rise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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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y Lab of Aerosol Chemistry & Physics,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710061, China

空气中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PM）是导致全球气候变

化、区域能见度降低、城市雾霾[1,2]以及人体健康损害[3,4]等一系

列重要影响的污染物，影响程度与其粒径大小以及化学特性

有直接关系。早期研究表明，人们在室内的时间长达 2/3~3/
4，对于老人、儿童甚至超过 90%，因此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

PM中，特别是暴露于粒径小于 2.5、1 μm的细颗粒物中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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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分析了2013年秦俑博物馆（秦俑馆）1号坑遗址保护展示厅的室内空气质量，包括微气候条件、气溶胶质量浓度及化学组

成的冬、夏季特征，并通过探讨其在1989至2013年间的演化，评价博物馆的旅游规划和环境改善政策对文物保存大气环境的长

期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秦俑馆内一系列环境措施的实施和旅游条件的建设，对秦俑馆室内的气溶胶及其组成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其中，夏季室内总悬浮颗粒物（TSP）的质量浓度由1994年的540.0 μg·m-3降低至2004年的172.4 μg·m-3，冬季

TSP的质量浓度由1994年的380.0 μg·m-3降低至2005年的312.5 μg·m-3。夏季PM2.5的质量浓度由2004的108.4 μg·m-3降

低至2013的65.7 μg·m-3，冬季PM2.5的质量浓度由2005的242.3 μg·m-3降低至2013的98.6 μg·m-3。尽管如此，秦俑馆内的文

物依然面临气溶胶酸性组分的长期威胁。

关键词关键词 气溶胶；室内空气质量；旅游规划；环境政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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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indoor aerosol in Emperor Qin's Terra- cotta Museum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bstractAbstract Long-term measurement results of indoor air quality (IAQ) from 1989 to 2013 inside Pit No.1, the largest display hall in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Museum (QTM)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 for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antiques.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sampling campaigns in 2013 with databases in 1989, 2004-2005, 2006-2007,
and 2011,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s in microclimate and aerosol chemical composi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 estimating the
probable influences of management of surroundings, tourist flow, excavation and restoration task, and renovation and/o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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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对2011年11月—2013年1月在砣矶岛国家大气背景站采集的75个大流量PM2.5样品的多环芳烃含量和组成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砣矶岛16种优控多环芳烃（Σ16PAHs）的总质量浓度为4.7~41 ng/m3（平均（17±10）ng/m3），季节上表现为冷季高、暖

季低的变化趋势。综合气流轨迹分析、分子标志物、特征化合物比值、潜在源贡献指数分析等方法发现，夏季山东半岛的生物质

燃烧是主要污染源；冷季主要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燃煤排放和复合污染输出的共同影响。砣矶岛PAHs的总毒性当量

（BaPeq）在0.54~8.2 ng/m3之间，平均水平为2.8 ng/m3，39%以上的样品超过国标阈值，说明环渤海地区PAHs健康风险存在区

域性。

关键词关键词 PM2.5；多环芳烃；砣矶岛；源解析；健康风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8

Potential sources and health risk of PM2.5-bounded PAHs at the
background site at Tuoji Island
WANG Xiaoping1,2,3, XU Yue4, TIAN Chongguo2, CHEN Yingjun2, ZONG Zheng2,3, LI Jun1, ZHANG Gan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ganic Geochemistry;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Remediation,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264003,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550002, China
AbstractAbstract Concentr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were determined for 75 HiVol PM2.5 samples
collected at the national station for background atmospheric monitoring at Tuoji Island from Nov. 2011 to Jan.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the 16 USEPA priority PAHs (Σ16PAHs) ranged from 4.7 to 41 ng/m3, with an average value of
(17 ± 10) ng/m3, and high PAHs concentrations occurred in cold seasons while low concentrations in warm seas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air mass back trajectories, molecular tracers, isomer ratios of PAHs and potential source contribution func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sources. It is shown that biomass burning in Shandong Peninsula during summer is the main PAH
source while the outflow of coal combustion and mixed emissions from Jing-Jin-Ji and adjacent areas contributes a high PAH leve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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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电子信箱：xpwang@yic.ac.cn；陈颖军（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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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王晓平, 徐玥, 田崇国, 等. 砣矶岛背景站PM2.5中多环芳烃的来源及健康风险[J]. 科技导报, 2015, 33(6):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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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排放因子的隧道测试机动车排放因子的隧道测试
———以西安市为例—以西安市为例
田鹏山 1,2，曹军骥 1，韩永明 1，张宁宁 1，周雅清 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气溶胶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为深入了解西安市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特征，选取代表性城区隧道进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因子的测试实验，

获得了隧道入口和出口的PM2.5、CO、NOx、HC和VOCs等污染物的质量浓度，并结合气象数据和交通参数，计算了各污染物平均

排放因子。结果表明：PM2.5、CO、NOx、HC和VOCs的平均排放因子分别为（0.016±0.005）、（1.097±0.398）、（0.159±0.092）、
（0.179±0.089）、（0.317±0.172）g/（km·辆）。不同时段的排放因子存在一定差异，并且PM2.5的排放因子显著小于气态污染物。

此外，本次实验测得的排放因子小于国内先前多数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燃料品质、发动机效率、尾气排放控制技术和城市管理水

平的提高有关。

关键词关键词 隧道实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排放因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09

A tunnel test for emission factors of motor vehicles in Xi'an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pollutants emitted by motor vehicles, a tunnel test was carried out in a
representative tunnel in downtown Xi'an. Through continuous online monitoring at both entrance and exit of the tunnel, meteorological
data, traffic parameters and mass concentration data of PM2.5, CO, NOx, HC and VOCs were obtained. By calculating the emission
factors of motor vehicl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emission factors of PM2.5, CO, NOx, HC and VOCs were (0.016±0.005), (1.097±
0.398), (0.159±0.092), (0.179±0.089) and (0.317±0.172) g/(km·veh), respectively. The emission factors varied with time during the
day, and the emission factors of PM2.5 were obviously smaller than gaseous pollutants. In addition, the emission factors declined
dramatically a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udy in China, which might ow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uel quality, engine efficiency,
exhaust control technology and urban management.
KeywordsKeywords tunnel test; pollutants emitted by motor vehicles; emission factors

TIAN Pengshan1,2, CAO Junji1, HAN Yongming1, ZHANG Ningning1, ZHOU Yaqi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Aerosol Chemistry and Physics,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71006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已

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1~5]。研究表明，机动车尾

气排放的气态和颗粒态污染物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

统、神经系统等均会造成较大伤害[6~8]。因此，了解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特征，定量测定机动车排放因子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目前，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研究方法主要有4种，即隧道

测试法、台架模拟法、遥感监测法和车载测试法，其中前两种

方法更为成熟，应用也更为普遍。与台架模拟法相比，隧道

测试法可以更真实地反映机动车的道路行驶情况，其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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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发动机尾气纳米颗粒演变的柴油发动机尾气纳米颗粒演变的
TEMOM-LESTEMOM-LES模型模型
刘慧洁 1，2，于明州 3，尹招琴 1，江影 3

1. 中国计量学院计量测试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2. 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香港 999077
3. 中国计量学院理学院，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中国雾霾主要成因是包括柴油发动机在内的污染源排放导致的二次颗粒物，本文针对柴油发动机尾气排放的颗粒物进行

研究，主要关注极大数目微纳米颗粒的综合效应导致的颗粒参数的变化，次了解根据不同柴油含硫标准下产生的颗粒物的分布

情况。通过把针对尺度谱演变问题的泰勒展开矩方法（TEMOM）和大涡模拟方法（LES）技术进行结合，研究了排气管附近柴油

二次颗粒物的演变过程，并在相同流动工况条件下，对加拿大、新加坡、欧盟、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柴油

含硫标准所导致的二次颗粒物的总颗粒数浓度、总体积浓度和颗粒大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颗粒物在近排气管处主要

分布在射流剪切层，颗粒数浓度和颗粒物直径的最大值在距离喷嘴0.6 m附近产生，在射流下游，射流与下游空气混合稀释效应

明显，颗粒数浓度和颗粒直径趋于一稳定值。通过研究时间平均颗粒场的分布发现，低燃硫量柴油尾气产生的颗粒数浓度比高

燃硫量产生的颗粒数浓度低4个数量级，产生的颗粒体积浓度最大相差6个数量级。

关键词关键词 大涡模拟；泰勒展开矩方法；尾气；均匀成核；低燃硫量；纳米颗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59+.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0

Evolution of nano-particles within a diesel car exhaust plume via
TEMOM-LES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econdary nanoparticles in a diesel engine exhaust is presented, coupling the 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 and the Taylor expansion method of moments (TEMOM), with the aim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total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volume concentration and geometric mean diameter of diesel engines from Canada, Singapore, European, USA,
Russia, China and Japan. The investigated aerosol system involved nanoparticle diffusion, nucleation, coagulation and condensation.
The nucleation model is the binary homogeneous nucleation of water- acid system, which is valid for the engine exhaust dilution
conditions. Considering the particle diameter range in the particle evolution, the free molecule regime coagulation formula is used.
The particle condensation growth rate is obtained by calculating the arrival and loss of acid molecules at the entire particle surface.
Five different diesel fuel sulfur contents, 10, 15, 30, 50, 350 mg/kg, are chosen as the initial condi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le
evolution. It is shown that particles mainly form in the exhaust shear layer while the maximum values of particl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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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
控制控制V:V: 以以660660 MWMW机组为例分析讨机组为例分析讨
论高压电源运行优化论高压电源运行优化
马元坤 1，秦松 1，陈亮 1，徐荣田 1，王仕龙 2，陈英 2，韩平 2，郑钦臻 3，沈欣军 3，李树然 3，闫克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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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本文讨论优化双室四电场电除尘器（ESP）所配套的16台中荷（ZH）三相高压电源和低压振打系统实现电除尘节能和减

排。在16台传统单相高压电源供电下，电除尘出口PM10和PM2.5的排放分别为63 mg/m3和23.9 mg/m3，对应的高压一次电耗为

1225 kV·A。采用16台ZH三相高压电源改造后，电除尘出口PM10和PM2.5的排放分别为10~16 mg/m3和2.0~2.5 mg/m3，对应

的高压一次电耗为900~1050 kV·A。在同样高电压电耗下，PM10和PM2.5分别下降了78%和92%。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细颗粒物；三相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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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for coal-
fired power plants V: Optimization of high voltage power source with
660 MW boiler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of 16 high- voltage power sources for the four- field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to
achieve energy saving and fly ash emission reduction. With 16 traditional single-phase rectifier- transformers (T/Rs), the PM10 and
PM2.5 emissions and the primary power consumption are about 63 mg/m3, 23.9 mg/m3 and 1225 kV·A, respectively. After retrofitting
the power sources with 16 ZH type three-phase T/Rs, the PM10 and PM2.5 emissions and the primary power consumption are about 10-
16 mg/m3, 2.0-2.5 mg/m3 and 900-1050 kV·A, respectively. For a similar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for PM10 and PM2.5

are reduced by about 78% and 92%, resp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PM2.5; three-phase T/R pow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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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核粒子计数器的理论研究及凝聚核粒子计数器的理论研究及
数值模拟数值模拟
张鑫，陈龙飞，梁志荣，龚伟，张迪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凝聚核粒子计数器是一种纳米级颗粒物的检测装置，本文对该仪器的冷凝段进行了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数值模拟采用

四点有限差分隐式法和Crank-Nicolson法，使用不等间距网格。结果显示四点有限差分隐式法模拟结果的稳定性和精确性良

好，并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数值上对剑桥大学提出的高温凝聚核粒子计数器的可行性进行验证，模拟结果显示，高温

下工作的凝聚核粒子计数器切割粒径为4 nm，能够去除挥发性物质的影响。研究验证，由于工质冷凝在颗粒表面而导致的工质

损失以致过饱和度降低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关键词关键词 颗粒物；凝聚核粒子计数器；数值模拟；不等间距网格；计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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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 and its
numerical simulation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theory and modeling of a nanoparticle monitor, the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 A four- point
finite difference implicit approach and Crank-Nicolson approach are utilized for the model and nonuniform grids are adopted. The
simulated result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four-point finite difference implicit approach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while the stability and precision are improved. This paper numerically validates the feasibility of high temperature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 which was proposed by Cambrige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particle measurement progra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ut-off size is 4 nm, thus eliminating the effect of volatile compounds. At last, the depletion of working medium is verified, which is
caused by working fluid condensing on the particles, thus lowering saturation ratio can be safely neglected.
KeywordsKeywords aerosol;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 numerical simulation; nonuniform grids; counting efficiency

ZHANG Xin, CHEN Longfei, LIANG Zhirong, GONG Wei, ZHANG Dizhe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内燃机燃烧产物中的微细颗粒物，特别是超细颗粒物

（直径＜100 nm），由于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一

直是当前的研究热点[1~3]。大量研究表明，汽油机或柴油机排

放物中的纳米级颗粒数目的绝大部分都小于 50 nm，定义为

核态颗粒。发动机排气物中，虽然核态颗粒（直径＜50 nm）
质量只占总颗粒物质量的 0.1%~10%，却占总数量的 90%[4]。

因此，欧盟提出需要对汽油机和柴油机排气颗粒物的数量进

行限制，以此作为反映颗粒物不利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凝聚核粒子计数器（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CPC）
通过让过饱和蒸汽冷凝在颗粒物上，以此让微细颗粒物长大

到光学可测的尺寸，再采用弥散射方法检测颗粒物的数目。

通常来说，这类设备主要可以分为4种类型：膨胀型、层流型、

混合型和分段型。其中，膨胀型的原型是尘度仪和测云器[5,6]。

早在1875年，Coulier表明，未经过滤的空气，由于其中含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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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荟楠，博士，研究方向为激光光谱测量方法，电子信箱：yanghuinan@usst.edu.cn；陈军（共同第一作者），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及排放在线监

测，电子信箱:j.chen@usst.edu.cn
引用格式：杨荟楠, 王琴, 杨正鹏, 等. 新型在线光谱测量方法在环境排放中的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6): 79-85.

新型在线光谱测量方法在环境排放新型在线光谱测量方法在环境排放
中的应用中的应用
杨荟楠 1,2，王琴 1,2，杨正鹏 1,2，陈军 1,2，蔡小舒 1,2

1.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颗粒及两相流测量研究所，上海 200093
2. 上海市多相流及传热传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3
摘要摘要 新型在线光谱测量方法，如宽带腔增强吸收光谱及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由于其高灵敏度、原位实时以及较好

的时间空间分辨率，被广泛应用于环境排放监测。本文结合实际测量案例，对腔增强吸收光谱技术在气态亚硝酸、气溶胶消光及

可调谐激光在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中的液膜多参数测量中的应用研究做了总结回顾，并认为两种测量技术的发展结合，将为大

气化学反应的核心活性物种测量、气溶胶消光参数的准确定量及非均相大气反应动力学测量提供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腔增强吸收光谱；大气亚硝酸；气溶胶消光；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液膜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8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3

Novel in-situ spectroscopy methods for ambient emission studies

AbstractAbstract Novel in-situ spectroscopy methods such as incoherent broad band cavity enhanced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IBBCEAS)
and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TDLA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ambient emission studies due to their high
sensitivity, real time, in-situ and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s. This work illustrates three real measurements of nitrous acid
radical formation, aerosol extinction and multi- parameters of ammonia liquid film. It is conclusively shown that to develop and
combine both methods will boost measurement of both atmospheric radical and aerosol extinction, as well as the studies of
heterogeneous dynamical chemistry.
KeywordsKeywords cavity enhanced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HONO; aerosol extinction;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 liquid film

YANG Huinan1,2, WANG Qin1,2, YANG Zhengpeng1,2, CHEN Jun1,2, CAI Xiaoshu1,2

1. Institute of Particle and Two-phase Flow Measurement;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Multiphas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in Power Engineering, Shanghai 200093, China

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大气中细颗粒物

（PM2.5）污染越来越成为中国环境气候及环境健康领域中最

为关键的影响因素[1]。对于污染的监测及防治，将关系到整

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中国当前情况而言，卫星和地面观测

及模型模拟都显示东部三大城市群区域（京津冀、长三角和

珠三角）是全球尺度上的光化学高值区，并均处于大气复合

型污染阶段，表现为煤烟型和机动车尾气污染及其他污染的

叠加，在污染现象上表现为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的叠加，在

关键反应机理上表现为大气自由基化学反应和大气非均相

反应过程的耦合[2~9]。为了完成关键反应机理的架构以及污

染联合治理，都需要对大气化学反应及一些非均相反应过程

进行深入分析和集合分析。因此，发展用于表征分析物性的

在线测量方法将为深入理解雾霾成因佐证，并为有效缩短治

理周期提供帮助。

7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544


科技导报 2015，33（6）www.kjdb.org

关于人工影响消减雾霾的思考关于人工影响消减雾霾的思考
孔君，苏正军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借助人工影响天气开展消减雾霾影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本文介绍消减雾霾可能采用的人工影响天气方法、原理、

应用，并分析其优缺点和关键问题。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主要方式包括人工增雨、人工消雾及消减干霾的物理化学方法。

人工增雨和人工消过冷雾技术相对成熟，但人工增雨作业依赖地理背景和天气条件，不适用于消减处于发展阶段的雾霾。人工

消暖雾尚未成熟，有待研制更高效的暖云催化剂或开发新型消暖雾技术。喷水地球工程法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结合实

验寻找高效清除PM2.5的方法。城市风道法因受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限制，并不适用于所有城市。当然，治理雾霾还要从社会经

济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组成、节能减排和降低能耗等方面综合入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雾霾；人工影响天气；人工增雨；消减雾霾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4

Thoughts on mitigation of smog by weather modification
KONG Jun, SU Zhengjun
Weather Modification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itigation of smog with the aid of weather modification can yet be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attempt.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weather modification carried out to mitigate smog are introduced. And their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key problems are analyzed. Presently,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of modifying the weather to mitigate smog, namely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artificial fog dispersal and physical or chemical methods to eliminate dry haze.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enhancement and super- cooled fog dissipation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mature, but the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operation heavily
depends on the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and natural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rtificial warm mist elimination is not quite ready
yet, and needs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warm cloud catalyst. And water spray geo-engineering requires more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eeds to combine with experiments to find efficient scavenging of PM2.5. The urban air passage method does not apply to
all cities, which is restrict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make more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effor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at its
source.
KeywordsKeywords smog; weather modification;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mitigation of smog

收稿日期：2015-02-06；修回日期：2015-02-12
作者简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5149）；公益性（气象）行业科研专项（GYHY201306041）；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V141100001014017）
作者简介：孔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云降水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电子信箱：kongzongwan123@163.com；苏正军（通信作者），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云降水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电子信箱：suzi@cams.cma.gov.cn
引用格式：孔君, 苏正军. 关于人工影响消减雾霾的思考[J]. 科技导报, 2015, 33(6): 86-90.

2013年初至今，中国部分地区时有发生大范围长时间持

续雾霾天气，引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雾霾的广泛关注。所谓

雾霾天气，就是雾和霾相互混合转化造成城市大面积低能见

度的情况。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子均匀悬浮在空中，使

水平能见度小于10 km的空气混浊现象[1]。而当空气中相对

湿度过高时，干尘粒子会吸湿长大，产生更多云雾滴，使能见

度进一步下降，当能见度降至1 km以下时，形成雾。一般情

况下，雾滴和干粒子（霾）会同时存在于大气中，对能见度产

生影响，湿度不同的环境下，雾和霾的比重和侧重各不相同，

其综合效果造成了实际大气中发生能见度小于10 km的空气

浑浊现象。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人为排放的增多，使得大

量人为活动造成的气溶胶参与到雾滴的生消过程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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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1002311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0YD11）；神华青海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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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利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常规油气，电子信箱：clmsxl@163.com；曹代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构造地质学，电子信箱：

cdy@cumtb.edu.cn
引用格式：陈利敏, 曹代勇, 蒋艾林, 等. 青海三露天井田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构造控制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6): 91-96.

青海三露天井田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青海三露天井田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
构造控制作用构造控制作用
陈利敏 1，曹代勇 1，蒋艾林 1，秦荣芳 1，李靖 1,2，李永红 3，王伟超 3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化工地质调查总院，北京 100013
3. 青海煤炭地质105勘探队，西宁 810007
摘要摘要 自2008年中国首次在青藏高原祁连山冻土区钻获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木里煤田三露天井田已成为研究热点地区之

一，但对于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及保存的控制因素及分布规律的研究尚浅，阻碍了资源的勘探与开发。通过对三露天井田天然气

水合物钻孔实际资料的统计，分析了井田构造格局，提出了研究区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过程，综述了构造对其成藏的控制作用。

结果表明：1）天然气水合物是由烃类气体聚集成藏后随着青藏高原的快速隆起而抬升进入温压稳定带后形成水合物藏；2）研

究区的构造分区分带性控制了天然气水合物在平面上的展布规律，构造运动决定了中侏罗煤系的沉降-生烃史和温压稳定带的

形成，构造形态则可以为烃类气体的聚集提供通道、盖层及储存空间，而后期构造作用又会对前期形成的气藏及天然气水合物藏

造成破坏。

关键词关键词 三露天井田；天然气水合物；构造控制；构造-岩性组合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5

Structural control of reservoir forming for natural gas hydrate in
Sanlutian Well Field, Qinghai

AbstractAbstract In 2008, practical samples of natural gas hydrate（NGH）were drilled out in the frozen soil region of the Qilian Mountain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since then the Sanlutian Well Field in the Muli Coalfield becomes a
research focus. But the lack of studies of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NGH′ s formation and storage and the NGH's distribution
hinders the NGH′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s taken out of the NGH′s boreholes in the Sanlutian Well
Field and the well field′s structural framework reveals the NGH′s formation process in the study area, including the structure′s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NGH reservoir form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1) a reservoir of the NGH is formed by hydrocarbon gases first, and then
the NGH enters the temperature-pressure stable zone with Qinghai-Tibetan Plateau′s rapid uplift to form a hydrate reservoir; 2) the
study area′s structure features of partition and zoning control the NGH′s flat spreading; the structural movement decides the middle
Jurassic coal measures′ sedimentation,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the temperature-pressure stable zone's formation; the structural
shape provides the channels, the cap rocks and the storage areas for hydrocarbon gases′ enrichment; the later tectonism destroys the
earlier gas reservoir and the NGH reservoir.
KeywordsKeywords Sanlutian Well Field; natural gas hydrate; structural control; structural-strata combines

CHEN Limin1, CAO Daiyong1, JIANG Ailin1, QIN Rongfang1, LI Jing1,2, LI Yonghong3, WANG Weichao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Mine Safety;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General Institute of Chemical Geology Survey, China Chemical Geology and Mine Bureau, Beijing 100013, China
3. Qinghai No. 105 Co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Team, Xining 8100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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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JCYBJC14100）；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计划项目（Y-2012041，Y-2011052）
作者简介：张健新，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结构抗震，电子信箱：zhangjianxin505@126.com；戎贤（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结构抗震，电子信箱：

xrong@hebut.edu.cn
引用格式：张健新, 戎贤, 刘平. 往复荷载下配置高强钢筋桥墩滞回性能试验[J]. 科技导报, 2015, 33(6): 97-100.

往复荷载下配置高强钢筋桥墩滞回往复荷载下配置高强钢筋桥墩滞回
性能试验性能试验
张健新，戎贤，刘平

河北省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天津 300401
摘要摘要 为研究配置HRB500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桥墩的滞回性能，进行了4个混凝土桥墩试件的低周往复加载试验，分析剪跨比、

纵筋强度和箍筋强度对混凝土桥墩受力破坏形态的影响，对比配置高强钢筋桥墩与普通钢筋桥墩，两者滞回性能的异同。结果

表明，随着箍筋的有效约束下桥墩试件剪跨比的增加，试件的变形能力增加，滞回曲线更饱满，刚度退化减缓。配置高强纵筋及

高强箍筋桥墩试件的刚度退化、滞回曲线等滞回特性均优于配置普通钢筋桥墩试件，同时提高了试件的承载能力及变形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 桥墩；高强钢筋；剪跨比；滞回特性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4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6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hysteretic behavior of high strength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under cycle loading

AbstractAbstract Four concrete bridge piers are tested under a low cycle loading to study the hysteretic behavior of HRB500 high strength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The effects of the shear span ratio, the longitudinal reinforcement and the stirrup strength grade on
concrete bridge pier's failure modes are analyzed. The comparison of the hysteretic behavior between the high strength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and the ordinarily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shows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hear span ratio and the
effective constraint of the stirrup, the deformability is increased, the hysteretic curve becomes fuller and the rigidity degeneration
slows down. The hysteretic behavior of the concrete bridge piers with a high strength longitudinal reinforcement and a high strength
stirrup, such as the rigidity degeneration and the hysteretic curve, is improved as compared to the ordinarily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The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deformability of the HRB500 high strength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piers are enhanced.
KeywordsKeywords bridge piers; high strength steel bars; shear span ratio; hysteretic behavior

ZHANG Jianxin, RONG Xian, LIU P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近年来，国内外的几次大地震均对桥梁造成了严重的震

害，汶川地震发现绵竹市回澜立交桥等桥墩在地震中发生弯

剪破坏 [1]，中国台湾 Chi-Chi地震 [2]、日本Kobe地震 [3]及美国

Northridge地震[4]中钢筋混凝土桥墩震害实例较多。桥梁结构

为交通工程的生命线，其抗震性能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

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5~7]。作为桥梁结构主要抗侧力构件的

桥墩，是桥梁抗震的重中之重。HRB500级钢筋是一种强度

高、延性好的新型钢筋，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

前，现行的《JTG D62—2004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

土桥涵设计规范》中，HRB500高强钢筋尚未列入[8]。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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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科技导报, 2015, 33(6): 101-106.

维吾尔族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维吾尔族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
44a/b VNTRa/b VNTR多态性分布特征多态性分布特征
多力坤·买买提玉素甫 1，布帕提玛穆·阿布都克热穆 1，伊力哈木·乃扎木 1，宋曼殳 2，热比亚木·巴克 1

1.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2.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北京 100069
摘要摘要 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检测99例（男性38例，女性61例）无血缘关系的维吾尔族健康人群

的内皮型—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基因第4内含子数目可变性串联重复序列（4a/b VNTR）多态

性，探讨eNOS基因4a/b VNTR多态性在中国维吾尔族健康人群中的分布特征。结果发现，99例健康维吾尔族人群中，aa基因

型频率为2.02%（4例），ab基因型频率为22.22%（22例），bb基因型频率为75.76%（75例）。男女两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

差异不显著（P=0.194，P=0.382，P>0.05）。aa、ab、bb、ab+bb基因型的各种生理生化指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不同基

因型的生理生化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维吾尔族eNOS基因4a/b VNTR多态性与国内外各民族群体进行

比较，维吾尔族人群eNOS基因aa+ab基因型频率显著低于河南汉族、中国台湾汉族、北方汉族和巴西黑人（P<0.05，P<0.01），
明显高于广东汉族（P=0.050）。a、b、c 3种等位基因进行比较，维吾尔族与河南汉族、中国台湾汉族、广东汉族、法国人和巴西黑

人有显著性差异（P<0.05，P<0.01）。结果显示，eNOS基因4a/b VNTR多态性符合Hardy-Weinbery遗传平衡规律（χ2=0.017，
P=0.991，P＞0.05），群体具有代表性。由此得出，维吾尔族eNOS基因4a/b VNTR多态性与国内外的一些民族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

关键词关键词 维吾尔族；内皮型一氧化合酶基因；基因多态性；数目可变性串联重复序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329.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7

Distribution of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gene intron 4a/b
VNTR polymorphism in Uyghur population

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ron 4 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 (4a/b VNTR) polymorphism of the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 gene, 99 unrelated Uyghur healthy individuals (including 38 males and 61 females) are
selected and tested by means of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All subjects are genotyped for the
eNOS gene. It is shown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the aa, ab, bb genotypes are 2.02% (4 cases), 22.22% (22 cases), 75.76% (75 cases),
respectively. The genotype frequency and the allele frequency are not related to the sex (P=0.194, P=0.382, P>0.05).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ous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all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Uyghur population, the frequency of the aa+ab genotyp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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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the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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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米磁流体材料的传感应用基于纳米磁流体材料的传感应用
卜胜利，纪红柱

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摘要 磁流体是具有磁性和流动性的新型功能材料，以其独特的性能在传感器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本文综述了利用磁流

体的多种特殊性质实现体积、流速、角度、温度、电流和磁场等物理量传感的研究进展，并分析各类磁流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基

于几何光学理论，推导和模拟了两套利用磁流体可调谐折射率的磁场传感系统。

关键词关键词 纳米磁流体；传感器；可调折射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46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8

Applications of nanoscale magnetic fluids to sensing systems

AbstractAbstract The magnetic fluid is a novel kind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with both magnetism and fluidity. It has numerou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o sensors due to its unique feature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applications of magnetic fluids to sensors
related to the volume, the flow rate, the angle, the temperature, the current and the magnetic field. Their sensing principl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geometrical optics and the magnetically tunable refractive index of the magnetic fluid, theoretical
deri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wo kinds of magnetic field sensing systems are conduced, to promote sensor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magnetic fluid.
KeywordsKeywords nano-structured magnetic fluid; sensors; tunable refractive index

PU Shengli, JI Hongzhu
College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磁流体（磁性液体，magnetic fluid，MF）是一种由强磁性

颗粒（直径通常为3~15 nm）在表面活性剂的辅助下分散在适

宜的载液中所形成的稳定胶体溶液[1]。自从 20世纪 60年代

Papell[2]首次用研磨法制备出稳定的磁流体以来，磁流体为人

们提供了新的应用材料和研究方向，利用磁流体实现的各种

光学器件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如可调光开关[3,4]、光栅[5,6]、光

学逻辑器件 [7]、可调光容器 [8]、调制器 [9~11]和传感器 [12~14]等。这

些光学器件利用了磁流体的诸多独特性质，包括法拉第效

应 [15]、可调谐折射率[16~18]、光透射特性[19,20]和可调周期结构[21,22]

等。1980年，Presley等[23]开发出基于磁流体动力学原理的高

可靠磁流体传感器，广泛用于航天器和坦克枪的稳定系统。

近年来，随着传感器研究和应用的深入[24,25]，许多学者在新型

磁流体传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相关专利成果不断涌现，广

泛用于航空航天和国防军事领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种特

殊、复杂、恶劣条件下的测试问题[26~29]。

通过分析目前的各类磁流体传感器，本文综述磁流体应

用于传感中的研究进展。探讨基于磁流体独特性质的各种

潜在传感机理及应用方向，具体提出两套基于磁流体可控折

射率特性实现磁场测量传感的方案。

1 基于磁流体流动特性的传感器
磁流体作为一种新型液体磁性功能材料，具有液体材料

的流动性。当磁流体因外部因素发生流动，不同部位的磁流

体比例发生变化，会导致系统电势产生变化。基于此流动性

原理，可设计出检测非磁性物体体积的体积传感器、控制气

体流速的流速传感器和测量微小倾角的角度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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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
及启示及启示
李地元，莫秋喆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新加坡地少人多，人口密度已接近10000人/km2，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为此，新加坡政府对其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给予了

高度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先后开发建设了一系列适应其发展水平的地下空间工程，如地铁、地下商业街、地下

停车场、地下管网系统、地下储存库、大型地下公共空间等。其地下空间工程的开发，无论是在理论知识还是技术实践方面，都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介绍新加坡一些典型地下空间工程案例，探讨其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技术难题和所取

得的科技攻关成果，从而汲取其宝贵的工程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当前一些大中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现状，提出几点建设性

意见。

关键词关键词 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地铁；隧道；地下储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6.019

The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in Singapore and
the lesson that could be learned by China

AbstractAbstract Singapore is a country of small land but large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close to 10000 per square kilometre.
With a severe lack of land resource in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ays a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From the 80's in the 20th century, a series of underground space projects in its technical and
developmental level have been completed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metro, the underground commercial street, the underground
parking, the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system, the underground storage cavern, the large public underground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projects in Singapore has made a remarkable progress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some successful underground space project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highlight some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 in the urban underground
projec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KeywordsKeywords Singapor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metro; tunnel; underground storage cavern

LI Diyuan, MO Qiuzhe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近年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引起了国内外一些

学者和城市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一些具有经济

实力的国家和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地下空间并进行相关研究，

以寻求更多人类可以使用的空间[1~3]。如日本学者Nishida等[1]

指出通过有效利用日本的地下空间、重视整合表层和次表层

地下空间的开发过程，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地下空间社区，

并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城市安全。荷兰学者

Edelenbos等[2]也对荷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行了策略性研

究。德国学者Bobylev[3]利用数据分析研究柏林地下空间的结

构、供水、通讯以及污水等一系列问题。有“花园城市”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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